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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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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由左至右橫式作答，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不得於試卷上書寫姓名或入場證號。 

一、作文：（60 分） 
愛心帶來社會溫馨，耐心促使效率提升，對從事公職的人而言，二者尤不可或
缺。請以「愛心與耐心」為題，作文一篇，闡述其義。 

二、公文：（20 分） 
試擬交通部觀光局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函：請將轄區內足以引人入勝之景點，
簡要說明其特色及交通路線，於 1個月內報由本局統整、宣傳。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13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 10 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下列各組成語「」內的字，何者意義不相同？ 
不「足」掛齒／死不「足」惜 「引」領而望／「引」頸就戮 
朋「比」為奸／周而不「比」 安步「當」車／螳臂「當」車 

小巷那端傳來流動食攤斷斷續續的叫賣聲—通常是麵茶、燒酒螺、土窯雞或燒肉
粽，其間偶爾夾雜著外面聽到呼呼而過的風聲，低沉、蒼寂、遠遠地拉著長腔……
聽在另一些喜歡暗夜獨處的夜貓族耳根子裡，卻是再也沒有任何聲音能夠比這闋

獨特、內斂而豐富的城市夜曲更加動人的了。 
根據上引文字之意，有關市井叫賣聲的詮釋，何者錯誤？ 
是城市的民情風俗畫  
是城市特有的聲音景觀 
是城市居住環境文明程度高低的顯示  
是城市中帶有濃郁鄉土風味的抒情聲音 

「靜裡工夫具性靈，井無人汲泉自生。蛛絲一縷分明在，不是閒身看不清」，（袁
枚〈靜裡〉）作者所表達的意旨是： 
謙和有禮的態度 有守有為的期許 從容優游的體悟 一絲不苟的要求 

「百二十回三國演義至此寫定，一抬頭，已是康熙年間。且把兄弟肝膽、十萬軍
機都換它一計空城沽酒去，與孔明對酌，他怡怡然撫琴，拂塵的童子已睡，只聽
得他頻頻頷首，道：天機至此甚明；那青埂峰下的石頭合該煉得一身靈秀了！這

世間躲不過一場情劫。待要請問這劫之一字如何了法？他一指豎在嘴前只說：噓，
你聽聽，林沖正夜奔。」這段文字除了《三國演義》，還提及那些小說？ 
紅樓夢／水滸傳  鏡花緣／儒林外史  
老殘遊記／金瓶梅  西遊記／兒女英雄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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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句「砯崖轉石萬壑雷」，意謂「砯崖轉石」的聲音像「萬壑雷」一般大，「砯

崖轉石」與「萬壑雷」間，可視為省去「如、似」。下列詩句，表達方式相同的

選項是： 
妾心古井水 山月隨人歸 散髮乘夕涼 萬戶擣衣聲 

「唐柳公權善書。……嘗貯金銀杯盂一笥，令奴掌之，縢識如故，及啟而器皆亡，

奴妄言叵測者。公權笑曰：『杯盂羽化矣。』不復詰問。」（王罃《群書類編故

事》） 
下列那一選項最接近本文所述柳公權的形象？ 
深有雅量之人 服食求仙之人 喜愛說笑之人 家境富裕之人 

王安石〈興賢〉：「博詢眾庶，則才能者進矣；不有忌諱，則讜直之路開矣；不

邇小人，則讒諛者自遠矣；不拘文牽俗，則守職者辨治矣；不責人以細過，則能

吏之志得以盡其效矣。」下列選項何者最接近王安石舉用賢才的主張？ 
謙卑與廉潔 開明與寬大 納諫與勤政 守法與知人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

『拊驂，無笞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

『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

蚤晚之時失也。」（《戰國策．宋衛策》） 
下列選項最符合上文旨意的是： 
言多必失  話不投機半句多  
口善應對，自覺喜樂 話合其時，何等美好 

《莊子．列禦寇》中有一短篇故事：「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

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依故事的主旨，推究於現代教育，下列那項說法正確？ 
教學者須開拓多元學習的視野 
學習之目標與內容須配合社會現實需求 
教育是良心與樹人的事業，須注入無限的愛心與資源 
教學者須掌控適當的教學技巧，在最短的時間引領學者獲得學問之精髓 

閱讀下列詩作，選出最能概括詩意的選項： 
今朝詩思為髭抽，後日詩從撚處求。倘每吟詩頻撚斷，詩人口比老僧頭。（陳維

英〈留髭自詠〉） 
老來吟詩，總能振奮精神 苦吟成詩，每每不能自已 
不入佛門，學詩方能有成 醉心詩學，不知老之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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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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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試題代號：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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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25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中翻英：（10 分） 
在臺灣，經過民間團體十多年來的努力，廢除死刑現在已經成為討論人權時重要的議題
之一。這個議題超越黨派，討論很多，但共識很少，因為它直接碰觸到關乎公平正義和
生命尊嚴的道德核心價值。 

二、英文作文：（15 分） 
依據任務的性質及工作的地點，警察有許多不同的種類。請以一篇長約 200 字的短文，
敘述你最想當那一種警察，可說明工作性質、須具備何種條件、主要的挑戰或成就等。 

乙、測驗題部分：（75 分）                     代號：25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60題，每題1.25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從歷史的演進可以看出，現代憲法是以何者為核心內容？ 
政治體制的確立 立國的精神 基本人權的保障 憲法的變遷 

2 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權利，應依法律負一定責任，其責任不包括： 
民事上損害賠償 依刑法受到訴追 經法定程序罷免 依考績法為懲處 

3 我國憲法第 8 條規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後，至遲於多久時間內，須將被逮捕、拘禁之人，
移送該管法院審問？ 
 24 天  5 天  3 天  1 天 

4 有關人民除現役軍人外，不受軍事審判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軍事審判機關所行使者，亦屬國家刑罰權之一種，具司法權之性質 
司法審判與軍事審判兩種刑事訴訟程序，在本質上並無不同 
人民之自由、權利所受之損害，不因受害人係屬依刑事訴訟法或依軍事審判法受理之案件而有異，均

得依法向國家請求賠償 
軍校學生應視同現役軍人，一律接受軍事審判 

5 有關姓名權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屬於憲法明文列舉規定保障的範圍 屬於憲法未明文列舉規定保障的範圍 
不屬於憲法保障的範圍  屬於憲法隱私權保障的範圍 

6 依地方制度法之規定，下列何者為公法人？ 
市 市政府 區 區公所 

7 下列何者不是地方自治立法機關？ 
直轄市議會 縣議會 鄉鎮市民代表會 省諮議會 

8 下列何者，非我國憲法關於土地所採之基本國策？ 
中華民國領土內之土地屬於全體國民  
附著於土地之礦，及經濟上可供公眾利用之天然力，屬於國家所有 
土地價值非因施以勞力資本而增加者，國家應無償強制徵收 
國家對於土地之分配與整理，應以扶植自耕農及自行使用土地人為原則 

9 下列何者非用來指稱法律？ 
律 通則 規則 條例 

10 司法程序中，「提審票」應由何機關核發？ 
警察機關 檢察署 監察院 法院 

11 如果有法律規定，雇主對受僱者之退休、資遣、離職及解僱，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是為
了落實何項基本權利？ 
選舉權 平等權 生存權 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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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次：4－2 
12 下列關於法律之制定程序，何者正確？ 

立法院議決法律案，必要時，得以交付公民投票方式取代三讀程序 
法律案經立法院通過後，總統認為必要時，得交付公民投票複決 
總統依法公布法律，須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或行政院院長及有關部會首長之副署 
總統依法公布法律前，如認為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應移請司法院解釋 

13 關於人身自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犯罪嫌疑人不問何人皆得逕行逮捕之  
人民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 
鐵路警察發現正在破壞鐵軌之人，應通知當地警察分局處理，不得逕行逮捕 
檢察官對於有逃亡之虞之被告，得逕行羈押之 

14 依司法院解釋，下列何者尚不違反「平等原則」？ 
法律對菸品業者要求於其菸品上標示有害健康之警語，但對人工果汁商品則無類此要求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減半繳納保證金，但政黨撤回推薦者，應全額繳納 
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之行使不一致時，由父行使之 
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 

15 憲法規定，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此係為保
障人民何種基本權利？ 
宗教自由 集會自由 結社自由 人身自由 

16 依司法院釋字第 331 號解釋意旨，下列何者不屬於罷免權行使之對象？ 
全國不分區選舉產生之立法委員 總統、副總統 
縣市長  縣市議員 

17 父母若未讓學齡兒童接受國民教育，依法律規定政府應採取何種態度？ 
不聞不問 強迫入學 判處拘役 判處徒刑 

18 依憲法第 129 條規定，選舉應以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方式為之。關於選舉區與應選名額之決
定，主要涉及憲法上開何種選舉原則之具體落實？ 
普通選舉 平等選舉 直接選舉 無記名選舉 

19 下列室外之集會遊行，依司法院解釋，何者在性質上無法對之施以事前行政管制？ 
學術藝文活動 體育競賽活動 宗教民俗活動 偶發性集會遊行 

20 司法院釋字第 509 號解釋指出關於誹謗罪，「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   
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乃是以下何種原則的表現？ 
法律明確性原則 接近媒體使用權 恣意禁止 真實惡意原則 

21 下列何項基本人權，係指人民認為其權利遭受不法侵害時，得請求法院審判排除侵害或賠償，以維護其權利？ 
工作權 參政權 社會權 訴訟權 

22 人民權益遭受公權力不法侵害，依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向何機關請求之？ 
賠償義務機關  行政院國家賠償委員會  
行政法院  普通法院 

23 有關總統、副總統選舉結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選舉結果須候選人得票數達選舉人總數半數以上時始為當選 
若得票數相同時，候選人應抽籤決定誰當選 
候選人僅有一組時，其得票數須達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三十始為當選 
同一組副總統候選人死亡，該組總統候選人仍當選為總統時，其副總統視同缺位 

24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總統任期為： 
 3 年  4 年  5 年  6 年 

25 依司法院釋字第 328 號解釋，以下有關中華民國領土之敘述，何者正確？ 
中華民國領土，憲法第 4 條採列舉方式  
憲法並未設有領土變更之程序 
固有疆域範圍之界定，為重大之政治問題  
國家領土之範圍，應由行使司法權之釋憲機關予以解釋 

26 行政院應將預算案提出於那一個機關？ 
監察院 立法院  審計部 司法院 

27 必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法獨立行使職權者，下列何者不屬之？ 
法官 監察委員 考試委員 法務部部長 

28 現代民主國家的國會有所謂二院制（參議院與眾議院）與一院制（單一國會），下列何者不是二院制的優點？ 
兩院議員來源不同，可代表不同的社會階級 兩院審查法案，集思廣益 
避免一院制可能的專橫或腐化 國會意志統一，制衡行政部門 

29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規定，有關立法委員之選舉，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立法委員任期 4 年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之立法委員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之，由獲得百分之五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

黨依得票比率選出之 
連選得連任 
於每屆任滿前 4 個月內，依規定選出新任立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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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憲法修正案於何機關提出？ 

監察院與立法院 司法院 立法院 行政院 
31 以下何者為憲法所禁止？ 

監察委員並任監察院院長 立法委員兼任內政部部長 
政務委員兼外交部部長  大法官並任司法院院長 

32 下列何種立法委員之產生方式，係完全依政黨比例代表制選出？ 
區域立法委員 婦女保障名額 自由地區山地原住民 僑居國外國民 

33 法官於具體個案審判時，不受下列何者之拘束：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法律 憲法 行政命令 

34 下列何者不是司法院之權限？ 
公務員懲戒 犯罪偵查 統一解釋法律命令 解釋憲法 

35 依司法院釋字第 442 號解釋，下列何者非選舉訴訟採二審終結且不得提起再審之訴之理由？ 
訴訟救濟應循之審級制度及相關程序，屬立法機關自由形成範圍 
選舉訴訟重在公益之維護 
現行選舉、罷免訴訟採職權進行主義 
公職人員任期有一定之年限 

36 依司法院釋字第 530 號解釋，下列何者不應成為司法院發布規則或命令之內容？ 
與審理程序有關之原則性事項 與審理程序有關之細節性事項 
與審理程序有關之技術性事項 有關司法行政事務之事項 

37 依司法院釋字第 175 號解釋之見解，司法院就其所掌有關司法機關之組織事項，如何提出法律案？ 
報請總統諮商立法院提出 應由立法委員以立法委員名義提出 
自行向立法院提出  應由行政院代為提出 

38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考試院考試委員應如何產生？ 
由總統提名，經行政院同意任命之 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 
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由總統提名，經國民大會同意任命之 

39 依現行憲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非屬監察院之職權？ 
審計權 同意權 彈劾權 糾舉權 

40 我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設於： 
法務部調查局 監察院 考試院 行政院 

41 Lie detector tests are a common part of background checks.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now require these tests 
from their      employees. 
 independent  responsible  notorious  potential 

42 Since every person has a unique set of fingerprints, fingerprinting has been used by the police to      people 
who have been to certain crime scenes. 
 disarm  identify  replace  suspend 

43 The news reporters were advised by the police not to put their lives in      by moving any closer to the fire 
scene. 
 challenge  misdemeanor  deliberation  jeopardy 

44 In order to      what the substance found at the crime scene actually was, the forensic scientist tested it by 
using different kinds of chemical tools. 
 represent  determine  calculate  interrupt 

45 For motorists who do not yield to pedestrians who are walking through a crossing, the      is NT$1,200 for 
scooters and NT$1,800 for cars. 
 penalty  bail  indictment  warrant 

46 The person who took Neil’s daughter and demanded that he pay $8,000,000 for her safe return was caught and  
     of kidnapping. 
 guaranteed  convicted  released  exchanged 

47 In justice and law,      is a measure by which a person is confined by the authorities to a certain residence. 
 home arrest  home stay  house arrest  house stay 

48      occurs when an office-holder or other governmental employee acts in an official capacity for personal 
gain. 
 Government corruption  Labor trafficking Money market  Organized crime 

49 Chances of road accidents can be reduced by      the mirrors properly and checking them at least every 15 
seconds. 
 adjusting  transferring  upgrading  decorating 

50 A: What is a     ? 
B: A briefing prior to the start of a shift where supervisors take attendance, inspect uniforms and equipment,      

inform the oncoming shift of any outstanding incidents that may have occurred, inform officers of suspects to 
be looking out for, relate any law or procedural changes, and so on. 

 roll out  name-calling  roll call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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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Taiwan is a destination country for women and girls who are trafficked mostly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and some from Vietnam, Cambodia, and Thailand for sexual and labor      . Women and girls 
are recruited through fraudulent marriages, deceptive employment offer, and illegal smuggling. 
 importation  exportation  explosion  exploitation 

52 According to Article 347 of the Criminal Code, a person who kidnaps another for purpose to       ransom 
shall be sentenced to death or life imprisonment or imprisonment for not less than seven years. 
 excel  expatriate  extract  extort 

53 An investigation relies on the collection of evidence; both direct and circumstantial, along with the interview and 
     of individuals involved in the case. These individuals may be victims, witnesses, or suspects in the incident 
under investigation. 
 investment  interference  interrogation  interpretation 

54 It will now be much more difficult for criminals to hide and whitewash in the future. This is the consequence of 
new rules to fight money       which were adopted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by a large majority. 
 laundering  trafficking  gambling  transaction 

55 Police have clashed with protestors demanding construction on Taiwan’s fourth nuclear plant be stopped. Police 
used water       early on Monday to disperse thousands of demonstrators blocking a main route in Taiwan’s 
capital, Taipei. 
 borough  bullets  cannon  batons 

請回答第 56 題至第 60 題： 
Through the 1800s as professional police departments grew around the United States, women held few positions. 

Mostly, women served as prison workers taking care of female inmates. Then in 1909 social worker and minister Alice 
Stebbins Wells pressed Los Angeles to establish a new city ordinance allowing female policewomen. With the support 
of some influential people, the ordinance was quickly adopted and on September 12, 1910, Wells became the first 
female policewoman with arrest powers in America. She received a badge, a key to telephone call boxes, a rule book, 
and a first aid book. Wells even designed and made some of her own tailored uniforms. 

The Los Angeles Police Department (LAPD) assigned Wells to patrol public recreation places women and 
children frequented, such as skating rinks, dance halls, and movie theaters. By October 1912 two other women were 
added to the staff. By 1916 sixteen other U.S. cities and several foreign countries had hired female police officers. By 
1937 the LAPD employed thirty-nine policewomen and their duties expanded to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in addition to 
patrol. 

Pressing onward, Wells helped organize the International Policewoman's Association in 1915 and founded the 
Women's Peace Officers Association of California in 1928. In 1914, she was the subject of a biographical film entitled 
The Policewoman.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reated the first course dedicated to the work of female police officers 
in 1918. After 30 years of service, she retired in 1940 and died in 1957. 
56 What was the first paragraph mainly about? 

Why Ms. Well wanted to be a police officer.  
 How Ms. Wells became a police officer. 
What it was like to be a police officer in the 1800s.  
Whom Ms. Wells would turn to when she needed help. 

57 What was Ms. Well’s job responsibility when she was first hired? 
 Teaching at a local college.  Doing criminal investigation. 
 Patrolling on the street.  Working with female inmates. 

58 What was the impact of Wells’ appointment?  
More female police officers had been hired.  Street crimes had been drastically reduced.  
 Policewomen got to design their own uniforms. Women felt safer to stay in public places. 

59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bout Ms. Wells is NOT true? 
 She was given the power to arrest a suspect.  
 She was previously trained as a minister. 
 She was enthusiastic in all kinds of political activities. 
 She was sworn in by the LAPD on September 12, 1910. 

60 What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last paragraph? 
 The duties of early female officers were more of a social worker. 
Women of Well’s time earned less than men did working as police officers. 
 No one understood how vulnerable to crime women and children could be. 
Women like Wells helped pave the way for the female officers of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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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分） 

 

 

一、警察法第 2條規定：「警察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

害，促進人民福利。」試問警察執行職務如無法律依據與法律授權時，可否依警察

法第 2條實施相關作為？請就學說及實務申論之。（25分） 

二、司法院釋字第 718 號理由書揭示：「……主管機關為兼顧集會自由保障與社會秩

序維持，應盱衡社會整體狀況，就集會、遊行利用公共場所或路面之時間、地點與

進行方式為妥善之規劃，並就執法相關人力物力妥為配置，以協助集會、遊行得順

利舉行，並使社會秩序受到影響降到最低程度。在此範圍內，立法者有形成自由，

得採行事前許可或報備程序，使主管機關能取得執法必要資訊，並妥為因應。……。」

試說明許可制及報備制之內涵及其區別為何？（25分）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代號：4501 

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依據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規定，下列何者非屬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適用或準用之對象？ 

公立學校教師  法官 

公營事業機構人員  公立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 

2 警察於集會遊行活動期間，為防止參與者之不法行為，造成公共安全或社會秩序危害，得有資料蒐集之

行為，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得予攝影、錄音或以其他科技工具，蒐集現場活動資料 

蒐集資料之客體，限為參與者，不得及於第三人 

所蒐集之資料，於集會遊行活動結束後，原則上應即銷毀 

為調查犯罪或其他違法行為，而有保存所蒐集資料之必要者，得保存之，惟至遲應於資料製作完成時

起 1 年內銷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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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據行政執行法規定，下列有關管收之敘述，何者正確？ 

義務人所負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因管收而免除 

管收期限，自管收之日起算，不得逾 2 個月 

行政執行分署應隨時提詢被管收人，每月不得少於 3 次 

管收，應由行政執行分署聲請檢察署裁定為之 

4 依據行政執行法規定，下列有關即時強制補償之敘述，何者正確？ 

損失補償，以給予金錢或同類之物為之，但以金錢補償者，以實際所受之特別損失為限 

損失補償，應於知有損失後，2 年內向執行機關請求之。但自損失發生後，經過 5 年者，不得為之 

對於執行機關所為損失補償之決定不服者，得向上級機關聲明異議，不得提起行政訴訟 

人民因執行機關依法實施即時強制，致其權利遭受損失時，縱使因該人民之重大過失所致，亦得請求

補償 

5 下列有關行政執行之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執行關於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者，由法院執行之 

行政執行之時效為 3 年。行政執行之時效規定，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適用之 

怠金處罰，依其情節輕重，其法定最低額為新臺幣 1 萬元，最高額為新臺幣 30 萬元 

行政執行應作成執行筆錄。但即時強制，有急迫情形，得以報告書代之 

6 依集會遊行法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445、718 號解釋意旨，下列有關緊急（偶發）性集會遊行之敘述，何

者錯誤？ 

緊急性集會、遊行，實難期待俟取得許可後舉行；另偶發性集會、遊行，亦無法事先申請許可或報備 

緊急性集會、遊行，須事先申請許可，係法律課予人民事實上難以遵守之義務，致人民不克申請而舉

行集會、遊行時，立即附隨主管機關有強制制止、命令解散之法律效果 

為維持社會秩序之目的，應以法律明確規範緊急性及偶發性集會、遊行，改採許可制以外相同能達成

目的之其他侵害較小手段 

集會遊行法關於緊急性集會、遊行之申請許可規定，已屬對人民集會自由之不必要限制，有違憲之虞，

應自民國 103 年 1 月 1 日失效 

7 有關行政執行拍賣、鑑價、估價所支出之必要費用，移送機關應如何處理？ 

應請義務人先行繳交  應代為預納，並向義務人取償 

此屬原則上不收費範圍  由原處分機關負擔 

8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執行機關對義務人核發禁奢命令之項目，不包括下列何者？ 

禁止進入特種營業場所  禁止搭乘特定之交通工具 

禁止贈與他人一定金額以上之財物 禁止每月生活費用超過一定金額 

9 下列對治安顧慮人口之查訪敘述，何者正確？ 

治安顧慮人口由戶籍地警察機關每個月實施查訪 2 次 

戶籍地警察機關發現查訪對象不在戶籍地時，即應列為行方不明者 

警察實施查訪，應約定時間、地點，要求受查訪人配合 

查訪項目包括查訪對象之工作、交往及生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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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下列對警察進入處所救護職權之敘述，何者正確？ 

因人民之生命、身體或隱私法益有迫切危害，非進入不能救護時 

得逕行進入住宅、建築物或其他處所 

屬於間接強制之性質 

依法須向法院報告及申請許可 

11 下列對警察查證人民身分，得採取必要措施之敘述，何者正確？ 

限詢問姓名、出生年月日、出生地  

得以實力取出其身分證明文件 

得搜索人、車、船及其他交通工具  

有明顯事實足認其有攜帶足以自殺之物，可檢查其身體 

12 下列對主管機關許可室外集會、遊行，得為必要限制之敘述，何者錯誤？ 

限制屬於行政處分之附款  

可對防止妨礙政府機關公務之事項為限制 

可對集會之訴求對象、發表議題為限制  

可對集會、遊行之人數、時間、處所、路線事項為限制 

13 下列何者並非警察人員執行職務，得使用警刀或槍械之原因？ 

依法令戒備意外時  騷動行為足以擾亂社會治安時 

警察人員之身體遭受強暴時 依法應拘禁之人脫逃時 

14 經許可製造警銬、電氣警棍（棒）（電擊器）、防暴網之廠商，如歇業或解散，警政署應如何處理？ 

保留其資格 撤銷其許可 廢止其許可 附條件展延 

15 下列有關警察人員人事事項之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官、職合一，官職得調任 

主要依公務人員陞遷法之規定適用，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作為補充 

警監官等分為特、一、二、三、四階，以特階為最高階 

警正及警佐官等各分一、二、三、四、五階，均以第一階為最高階 

16 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下列有關性交易之敘述，何者錯誤？ 

原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0 條第 2 項收容、習藝規定，業已刪除 

民國 100 年 11 月 4 日修正後之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0 條第 1 款規定，從事性交易行為，原則上交易雙

方均予處罰，但符合自治條例規定之區域及管理者，例外免罰 

性交易原有處罰 3 日以下拘留規定，民國 100 年 11 月 4 日修正為專處罰鍰新臺幣 3 萬元以下 

民國 100 年 11 月 4 日修正施行前，已依各地方政府娼妓管理自治條例管理之性交易場所，於修正施行

後，不得於原地址依原自治條例之規定繼續經營 

17 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下列有關拘留執行之敘述，何者錯誤？ 

女性被拘留人，請求攜帶 3歲子女入拘留所，得准許之。但男性被拘留人，不得請求攜帶 3歲子女入所 

拘留處罰之執行，由警察機關為之。期滿釋放。但於零時至八時間期滿者，得經本人同意於當日八時

釋放之 

拘留由該管簡易庭法官裁定。裁定拘留確定，經通知執行，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強制其到場 

拘留之執行，即時起算，並以 24 小時為 1 日 



 代號：50140-50540 

50740-50940 

51140、51340 
51440 

頁次：4－4 

 
18 社會秩序維護法所稱情節重大之法定審酌認定事項，不包括下列何者？ 

犯意與企圖之程度  手段與實施之程度  

行為破壞社會秩序之程度 違反義務之程度 

19 社會秩序維護法所稱裁處確定，包括下列何者？ 

經警察機關處分之案件，受處分人未依法聲明異議，其處分自處分書送達之翌日起，至第七日期滿時

確定 

地方法院簡易庭關於聲明異議案件之裁定，於裁定作成時確定 

捨棄抗告權之案件，其裁處於捨棄書狀到達受理機關或原裁處機關時確定 

裁處確定後，尚得提起行政訴訟 

20 下列何者屬於妨害善良風俗之違序行為？ 

於公共場所任意叫賣物品，妨礙交通，不聽禁止 

虐待動物，不聽勸阻 

於公共場所，乞討叫化不聽勸阻 

強買、強賣物品 

21 下列何者並非屬於「特種工商業範圍表」之營業？ 

汽機車販售業 爆竹煙火業 旅宿業 理髮業 

22 下列對於社會秩序維護法總則法例之敘述，何者正確？ 

違反社會秩序行為之處罰，以裁處時社會秩序維護法有明文規定為限 

行為後社會秩序維護法有變更者，適用裁處時之規定。但裁處前之規定有利於行為人，適用最有利於

行為人之規定。稱為從舊從輕原則 

本法規定之解散命令、檢查命令、禁止或勸阻，原則上應以書面為之 

稱以上、以下、以內者，不包括本數計算 

23 下列對於駐衛警察之敘述，何者正確？ 

保安警察第六總隊派駐立法院之員警，屬駐衛警察 

當地警察局必要時得協調駐在單位，指定駐衛警察在其鄰近地區，協助維護治安 

駐衛警察於其駐在單位區域內得調查、裁處違序行為 

駐衛警察執行勤務時，其服式、配備，由警政署定之 

24 有關中央與地方警察權限之劃分，下列何者非屬由直轄市立法事項？ 

關於警察常年訓練之實施事項 關於警察機關設置、裁併之實施事項 

關於直轄市警察業務之實施事項 關於直轄市義勇警察之組設等事項 

25 下列對於各級警察機關武器彈藥事項之敘述，何者正確？ 

各級警察機關之武器彈藥購置，由中央與地方各自編列預算 

各級警察機關應視員額增減情形，依據配賦基準，繕造清冊，報請內政部核配警用武器彈藥 

各級警察機關應每半年將警用武器彈藥使用狀況列表，報請警政署備查 

各級警察機關發給所屬警察人員槍枝時，應併同發給警槍執照，由使用人隨槍攜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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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50130-50530 

50730-51130 

51330-51430 

全一張 

（正面） 

甲、 申論題部分：（60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市長選舉期間，特種勤務警衛對象蒞臨該市陪同同一政黨候選人甲掃街拜票；他黨候選人乙為拉抬
選情，率支持者前往甲合法申請之遊行路線，向特種勤務警衛對象抗議，雙方陣營發生激烈衝突。
你是現場指揮官，應作如何處置？（20分） 

二、早上六點派出所值班員警甲接獲少女乙電話報案，指述遭性侵，甲按住電話筒，回頭向所長你表示
未曾處理過這類案件，你馬上接起電話，了解初步案情如下：乙 17 歲，昨夜以手機 App 應友人邀約
搭乘其汽車出遊，途中喝了一口飲料即感頭暈，今晨五點醒來發現在汽車旅館，下體及口腔疼痛，
隨後向派出所電話報案。乙問：「我該怎麼辦？」 

（10分） 

（10分） 

三、你是交通分隊長，前往處理 A1 交通事故，現場發現肇事車輛駕駛人已棄車離開，你應如何儘速找出
肇事者？（20分） 

乙、測驗題部分：（40分）                       代號：3501 

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你是派出所所長獲報轄區化學工廠氨氣外洩，已有附近居民聚集前往抗議，狀況不明，你立即趕往現場，首先應採取何種
作為？ 
向分局長及勤務指揮中心報告現場狀況 馬上進入工廠，了解氨氣外洩原因 
通報環保人員，配合採樣  要求廠方提出補償民眾方案 

2 你率警員甲著制服分乘機車追逐四、五部飆行機車，其中一飆車騎士滑倒，引發同行飆車青少年不滿，圍住你們叫囂，其中 1
人突然出手毆打甲成傷，並有眾多群眾在場助勢，你在未有及時支援情況下，應優先採何種執法措施？ 
立即使用警械制止歹徒繼續施暴 立即呼叫請求支援警力到場協助 
立即護送受傷同仁及騎士就醫 立即進行現場蒐證後實施逮捕 

3 李四因不滿某大陸政治人物來訪，發動群眾前往桃園縣大園鄉「桃園國際航空站」抗議，你是航空警察局行政科聚眾活動業
務承辦人，除策訂各項安全維護計畫外，對於李四等群眾非法集會活動，應規劃由何人負責舉牌警告、制止、命令解散？ 
航空警察局局長 桃園縣政府警察局局長 大園警察分局分局長 警政署保安組組長 

4 你奉派前往交通事故現場處理，在實施勘查等工作時，突然下起大雨，依時間之緊迫性，下列何項工作可於最後才實施？ 
測繪地面痕跡  確認肇事過程中人車動態 
攝影散落物位置  採集人車損傷之痕跡及附著物狀況 

5 員警執行交通違規稽查勤務時，攔查一輛 35 噸傾卸式半聯結車滿載砂石，該砂石車經固定地磅過磅總重有 45 噸，該員警
應如何正確處置？ 
違規超載依法舉發，責令其於 1 小時內改正之 違規超載依法舉發，責令其於 2 小時內改正之 
違規超載依法舉發，責令其於 3 小時內改正之 違規超載依法舉發，當場禁止其通行或卸貨分裝 

6 你帶班執行交通違規取締勤務時，發現甲騎乘機車闖紅燈，經攔阻後，甲未依指示停車受檢，你即刻騎乘警用機車追逐後，
甲行駛至住家，直接進入屋內躲藏，下列何種處置最適當？ 
隨即進入甲屋內，並依法舉發闖紅燈及不服稽查取締兩項違規行為 
隨即進入甲屋內，並依法舉發闖紅燈違規行為 
敲門請甲出來，立即逮捕並舉發闖紅燈違規行為 
逕行舉發闖紅燈及不服稽查取締兩項違規行為 

7 你處理甲之小貨車與其右側乙之機車於同向行駛，在外側車道發生擦撞之交通事故，對於查明肇事關鍵原因，下列何者是
你最主要的調查事項？ 
機車乙撞擊時之行駛車速 撞擊時甲乙兩車之前後關係 小貨車甲撞擊時之行駛車速 撞擊後甲乙兩車之停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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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30-50530 

50730-51130 

51330-51430 

全一張 

（背面） 

8 你參加治安座談會議，民眾甲詢問，於一個月前騎機車載女友趕火車時與另一機車發生擦撞，對於該事故之發生過程與原
因，你可建議甲向警察機關申請提供下列那些資料：①事故調查報告表 ②事故現場圖 ③事故現場照片 ④交通事故談
話紀錄 ⑤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 
①②④ ①③⑤ ②③④ ②③⑤ 

9 你是交通分隊長帶領同仁前往交通事故現場處理，於抵達事故現場時，發現自小客與機車對撞，該騎士倒地流血，下列何
者應是最優先之作為？ 
先勘查事故現場範圍狀況，調查訪問證人 先做好事故現場警戒工作，確保現場安全 
先探視事故現場傷亡情形，救護傷患生命 先執行現場照相保全工作，確保跡證完整 

10 你是偵查隊分隊長，陳里長於今天上午向你報案稱轄內有人於夜間經營職業大賭場，你立即率員探訪，下列何者作為最不
適當？ 
發現被檢舉地周邊有多個新裝設監視鏡頭，且線路均連結至被檢舉地內，逐一拍照蒐證 
發現門窗微露燈光、抽風機轉動中，有陣陣煙味傳出，為免湮滅證據，立即破門進入 
發現被檢舉地有大量已食用便當、香菸、檳榔空盒及提神飲料空罐等垃圾，逐一拍照蒐證 
發現有多名男女駕車前來，進一步過濾車籍資料，分析有無賭博刑案紀錄 

11 你是分局尿液送驗業務承辦人，在查處毒品作業程序上，當收受尿液鑑驗成績書後，下列處置何者不適當？ 
對於尿液鑑驗結果為陰性，且無扣案證物，但嫌疑人矢口否認，即可由單位主官簽結 
對於尿液鑑驗結果為陰性，但有扣案證物，雖嫌疑人矢口否認，可直接移送地檢署偵辦 
對於尿液鑑驗結果為陽性，但嫌疑人矢口否認，可直接移送地檢署偵辦 
對於尿液鑑驗結果為陽性，但嫌疑人坦承施用，可直接移送地檢署偵辦 

12 你是偵查隊分隊長，於執行網路巡邏時，發現甲張貼疑似援交訊息，下列蒐證方法何者不適當？ 
上網連繫甲，於對話過程中可先提及性交易話題 查證甲張貼援交訊息是否為不特定多數人得閱覽知悉 
查明甲張貼援交訊息有無促使人為性交易之含意 確認甲張貼援交訊息是否具有提供或收取對價之意思 

13 分局接獲民眾報案指稱某 KTV 包廂正進行「毒品趴」，你是偵查隊分隊長，率隊抵達現場發現現場毒品粉末及錠劑散落
滿地，你應如何處置？ 
以目視觀察初篩為何種毒品後分類、包裝、送驗 以顯微鏡觀察初篩為何種毒品後分類、包裝、送驗 
以毒品快篩試劑初篩為何種毒品後分類、包裝、送驗 以口嚐方式初篩為何種毒品後分類、包裝、送驗 

14 你是派出所所長，值班員警接獲某醫院報案有性侵害案件發生，下列那一項是你優先處理的事情？ 
指示線上巡邏員警立即陪同被害人驗傷、保留證據  
立即通報警察（分）局性侵害專責人員及社工人員到場 
立即詢問被害人發生詳細經過並派員逮捕加害人 
立即查明是否為惡作劇再受理報案並填寫受理案件紀錄表 

15 你是派出所所長，有民眾報案稱鄰居打麻將聲音太吵、影響安寧，你率員警前往該住所，發現屋主與 3 名友人聚賭，你於
調查詢問後，屋主承認有抽頭，另對其他 3 名賭客應如何處理？ 
依違反刑法賭博罪，移送該管檢察官依法辦理 現場勸導後，令其離去，並記載於工作紀錄簿 
僅得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移送地方法院簡易庭處罰 僅得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陳報分局處罰 

16 你是派出所所長，現轄內入夜後常有飆車族呼嘯而過，你利用勤前教育時向所內同仁宣達值班勤務之執勤要領，下列宣達
內容何者正確？ 
值班時得視轄區治安狀況，再行決定是否配帶槍彈 發生各種刑案時，得視案件情節輕重，決定是否報告主管 
必要時，得站立門首瞭望附近地帶，擔任守望勤務 發現飆車族行蹤時，為講求時效應逕行追緝 

17 你與同仁執行汽車巡邏勤務中，遇有路人呼喊搶奪，經追緝逮捕該嫌犯後，下列何種作為最為優先？ 
將嫌犯載回派出所查證身分，清查有無前科、通緝，入留置室前進行搜身 
先告知其權利，進行錄影蒐證，帶回派出所後進行搜身、詢問筆錄等後續程序 
將嫌犯上銬搜身，再由警力戒護坐於巡邏車後座，載回派出所進行後續程序 
先通報勤務指揮中心，請求偵查隊到場支援、蒐證 

18 你帶班執行路檢勤務時，遇有駕駛甲未攜帶任何身分證明文件，惟甲向你陳述其姓名及住居所外，堅不提供其他人別資料，
此時你應如何處置？ 
因未攜帶任何身分證明文件，故應即帶往勤務處所查證 
儘可能查證身分，如仍無從確認時，方得帶往勤務處所查證 
逕行陳報分局長同意後，強制帶回勤務處所查證  
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7 條規定，加以處罰 

19 你帶班執行取締酒駕勤務，發現疑似酒醉駕車之車輛，攔停後駕駛人抗議警察無權攔停，並對員警執行酒測勤務之方法表
示異議，你會如何處理？ 
認為異議合理時，更正執行行為，或停止執行，放行人車 
認為異議不合理時，繼續檢測，如有抗拒，則強制檢測 
認為異議不合理時，依拒絕檢測之罰則處罰 
認為異議合理時，填製交付實施臨檢盤查民眾異議紀錄表後，繼續檢測 

20 在有人欲跳河自殺的現場，身為警察的你一把抱住欲自殺者，並予以管束，惟該自殺者當場抗議警察妨害自由，你會如何
處理？ 
自殺者未傷害他人權利，亦未妨害公共利益，予以管束，似已過度侵害其行動自由，故解除其管束 
基於國家對生命法益之保護義務，仍應為必要之行動自由限制 
依刑法加工自殺罪處理 
告知其得選任辯護人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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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申論題部分：（50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美國警政學者 James Q. Wilson 將警察之功能或角色分為「看守人」（Watchman Style）、
「執法者」（Legalistic Style）與「服務者」（Service Style）三種型態，請說明其內涵

為何？又請試述其與警察業務之相關性為何？（25 分） 

二、試依據國內、外警政學者所論述之警政發展可分為那幾個時期？其各時期之重要內涵為
何？然有謂美國於西元 2001 年遭受 911 恐怖攻擊之後，乃有國土安全警政（Homeland 

Security Policing）之產生，而其中所謂之情資（報）導向之警政策略（Intelligence Led 

Policing）之意義以及與前述各時期之異同為何？（25分）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代號：5501 

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警察意義的內涵，與下列何種因素息息相關？①政治人物 ②立國理念 ③政策 ④政治制度 ⑤媒體傳播 ⑥文化習俗 
①③⑤⑥ ①②④⑤ ②③④⑥ ③④⑤⑥ 

2 下列那兩個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警察權限受到限縮而有所謂「脫警察化」的情形？①美國 ②英國 ③德國 
④日本 
①② ①③ ②④ ③④ 

3 美國自 2001 年 911 恐怖份子攻擊紐約市的雙子星大樓之後，其國內之警政策略即演變成下列何者？ 
情資導向的警政策略  資訊統計的管理策略 
品質管理的警政策略  警政民營化的警政策略 

4 社區警政的理念，與建立警察組織之下列何項原則最為相通？ 
單一性指揮 統一性的體系 全面性的分布 深入性的生根 

5 透過民選的議員或行政首長對警察機關的預算或人事作審查，來監督警察的施政是否偏離民意的作法，是屬於下列何
種課責機制？ 
官僚的課責機制 法律的課責機制 專業的課責機制 政治的課責機制 

6 當一個社會的警察使用強制的手段愈為頻繁，便愈接近反映下列何種功能？ 
秩序維護 國家安全 執法 服務 

7 有關警察勤務組織的散在原理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警察組織不是國家主權的象徵 警察組織不隨同國家主權而進退 
警察組織及於國家領土的每一部分 警察組織的存在與民眾的需要無關 

8 警察勤務單位劃分巡邏區（線），應陳報所屬上級機關（分局或警察局）列管，並至少多久應定期檢討 1 次？ 
每 6 個月 每年 每 2 年 每 3 年 

9 下列有關警察勤務執行程序之敘述，何者正確？ 
逮捕現行犯時，先搜身後上手銬，查獲違禁或查禁物品應依刑法、刑事訴訟法及社會秩序維護法等相關規定處理 
對於單純交通違規攔檢不停之車輛，除有乘載重要案犯或顯有犯罪嫌疑，或為贓車者外，不可尾追 
緝獲嫌犯應回報勤務指揮中心請求支援，若無警力支援時，得以機車載送嫌犯返回勤務單位偵詢 
執勤人員攔檢車輛時，為觀察駕駛人外貌辨明有無飲酒徵兆，得將頭探入車窗內，惟應注意自身安全 

10 下列有關刑案現場處理及道路交通事故處理之作業程序，何者正確？ 
刑案現場處理之封鎖現場先於救護傷患 刑案現場處理之訪查證人先於封鎖現場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之現場蒐證先於臨場管制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之現場警戒先於救護傷患 

11 依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治安顧慮人口列管滿 3 年，需檢視最近 5 年是否曾犯其它刑案，若無則通報改列無記事人口；有則通報改列為記事
二人口 
記事一人口經以治安顧慮人口列管 3 年期滿除名（由刑事單位認定），改列記事二人口訪查 2 年，訪查期滿後改列
無記事人口 
記事二人口判決確定，執行徒刑完畢訪查 2 年，期滿後改列無記事人口 
記事二人口不起訴處分、無罪判決及不受理案件，訪查 1 年期滿後改列無記事人口 



1 0 3年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警 察 人 員 考 試  
10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103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50150 

等  別：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類  科：行政警察人員 

科  目：警察學與警察勤務 
 

 全一張 

（背面） 

12 依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巡邏簽章表之保存年限為： 
1 年 2 年 3 年 5 年 

13 下列何者非屬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之對象？ 
曾犯刑法第 221 條之妨害性自主罪者 曾犯刑法第 339 條之詐欺罪者 
曾犯刑法第 231 條之 1 圖利強制使人為性交猥褻罪者 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者 

14 民主社會中，警察組織必須以「倫理」為核心理念，推動「倫理的警政」(Ethical Policing)，才能贏得民眾的信任，所
採取的具體作法，不包括下列那一項？ 
訓練員警作出合乎倫理的裁量決定 制訂標準作業流程 
改善警察績效文化  強化警政課責機制 

15 依警察勤務條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分駐所、派出所為勤務執行機構，負責警勤區之規劃、勤務執行及督導 
警察分局為勤務規劃監督及重點性勤務執行機構，負責規劃、指揮、管制、督導及考核轄區各勤務執行機構之勤務
實施，並對重點性勤務得逕為執行 
警察局於必要時，得設警衛派出所，在特定地區執行守護任務 
偏遠警勤區不能與其他警勤區聯合實施共同勤務者，得設警察駐在所，由員警單獨執行勤務 

16 依警察法第 5 條、第 6 條之規定，保安警察派往地方執行職務時，其指揮監督體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受當地行政首長之指揮監督 
如係執行特定警察任務，對當地警察機關居輔助地位 
協助配駐地方警察執行行政業務時，不受當地警察機關首長之指導 
與當地警察機關會商有關勤務之分配事宜 

17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之規定，警察於必要時，得依法實施管束，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對人實施管束，時間最長不得逾 24 小時 
被管束人抗拒警察依法實施之管束措施，於必要時，得對其使用警銬 
管束，應於拘留所為之，並應立即通知其家屬 
警察為管束時，得檢查受管束人之身體及所攜帶之物 

18 日常生活理論（Routine activity theory），認為犯罪發生的三要件不包括下列那一項？ 
有能力及動機的可能加害人 物理環境惡化  
合適的標的物  監控的缺乏 

19 依警察法施行細則之規定，下列那些機關可以發布警察命令？①內政部 ②內政部警政署 ③新北市政府 ④各縣
（市）警察局 
①②③④ ①③ ①②④ ②④ 

20 學理上「廣義的警察」，舉凡以維持社會公共安寧秩序或公共利益為目的，並以命令強制為手段等特質之國家行政作
用或國家行政主體屬之，下列何者非屬廣義警察範疇？ 
具有實質警察作用之行政主體之總稱 治安行政之情報、海巡、移民機關 
調查局人員、檢察事務官  保全公司專業保全員 

21 有關我國警察教育制度的特色，依據警察教育條例第 6 條與警察人員進修及深造教育實施辦法規定，關於警察教育制
度的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大學設置之研究所，不屬於深造教育之一種 巡佐班、警佐班及專業班屬於進修教育 
警正班、警監班及研究班屬於深造教育 警察教育分成養成教育、進修教育與深造教育三種 

22 警察人員具公務人員身分，在權益保障部分適用「公務人員保障法」，該法規定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
關所為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顯然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其救濟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得經由原處分機關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復審決定，依法得聲明不服者，得提請行政訴訟 
對於服務機關所為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認為不當者，其救濟程序為復審、行政訴訟 
經復審決定案件，有某些情形者，原處分機關或復審人得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申請再審議 

23 依現行警察職權及相關法律規定，警察分局分局長（警察機關主管長官）核准實施之警察職權項目，不包括下列何者？ 
集會遊行申請許可之准駁   
社會秩序維護法裁處拘留之案件 
警察職權行使法關於公共場所、路段、管制站設置之指定 
刑事案件之移送權 

24 司法院釋字第 535 號對警察勤務條例與警察實施臨檢、路檢的勤務執行方式，產生重大的改變，其主要的論據與解釋
文的精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勤務條例的本質，已非單純之組織法，兼有行為法之性質 
警察勤務條例有關臨檢之規定，並無相關法律之授權，因此警察人員得不顧時間、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取締或隨
機檢查、盤查之作為係違憲 
對人實施之臨檢須以有相當理由足認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且均應遵守比例原則，不得逾越必要程度 
警察勤務條例對於實施臨檢之要件、程序及對違法臨檢行為之救濟，規範尚屬明確 

25 以分駐（派出）所而言，勤務的規劃與勤務表的編排，係攸關整體警察動能對應區域治安特性的實質策略成敗，其規
劃係採例行式（routine）與預警式（proactive）勤務方式應用，以達成警察任務，試問若你擔任分駐（派出）所所長，
下列何者非勤務規劃時所須考量的主要因素？ 
治安要點、地區特性與警力多寡 交通狀況、事故地點分布與交通違規特性 
地方民意代表與村里長反映之選民需求 專案勤務與上級交付執行特殊勤務 



類科名稱：

10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10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3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
警察學與警察勤務（試題代號：55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行政警察人員

單選題數：25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C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第11題 第12題 第14題 第15題 第16題 第17題 第18題 第19題 第20題

第21題 第22題 第23題 第24題 第25題 第26題 第27題 第28題 第29題 第30題

第31題 第32題 第33題 第34題 第35題 第36題 第37題 第38題 第39題 第40題

第13題

第41題 第42題 第43題 第44題 第45題 第46題 第47題 第48題 第49題 第50題

第51題 第52題 第53題 第54題 第55題 第56題 第57題 第58題 第59題 第60題

第61題 第62題 第63題 第64題 第65題 第66題 第67題 第68題 第69題 第70題

第71題 第72題 第73題 第74題 第75題 第76題 第77題 第78題 第79題 第80題

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D A D D C C A B D

B C B B C C B B D

A C B D C

A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1 0 3年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警 察 人 員 考 試  
10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103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50170 

等  別：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類  科：行政警察人員 

科  目：警察政策與犯罪預防 

考試時間：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全一張 

（正面） 

甲、 申論題部分：（50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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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從程序與人權之間是一條流動的界限之角度，論述行使警察權時應該如何環顧界限與

分配的問題，落實警察任務？（25 分） 

二、近年來國內外興起以第三造警力（Third Party Policing）作為犯罪預防的策略之一，請

問何謂「第三造警力」？（10 分）並論述其與社區警政、問題導向警政、情境犯罪預防

等策略的關聯與區別為何？（15分）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代號：7501 

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社會學家 Shaw 與 Mckay（1942）的研究發現少年犯罪大多集中於市中心附近，這些居民經常遷徙，並明顯的缺乏社

會連結，為了改善此種情況，他們提出了何種方案？ 

波士頓區域計畫 華盛頓區域計畫 紐澤西區域計畫 芝加哥區域計畫 

2 以犯罪熱點為導向的警察策略之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犯罪熱點為導向的警察策略，在執法目標的選擇及策略的運用上，均較對人犯的監禁策略更穩定而有效 

犯罪熱點增加見警率只能產生短暫的犯罪預防效果 

管理並排除犯罪熱點的問題，有助於營造安全的社區 

改變犯罪熱點所引發的犯罪情境與特性很難產生較大的犯罪預防效應 

3 有關犯罪環境或地點的研究，下列何者錯誤？ 

Newman 提出「防衛空間」概念，認為可藉環境設計預防犯罪 

Newman 認為增加居民對建築物的領域感，可增加建築物的防衛力 

犯罪者通常喜歡選擇很靠近自己居住所之標的犯案 

適當的物理障礙具有防止標的被接近的效能 

4 1970 年代在美國 Missouri 州 Kansas 市的巡邏實驗研究發現中，下列何者錯誤？ 

巡邏方式沒有影響犯罪發生率 巡邏方式沒有影響民眾對警察服務之感受 

巡邏方式沒有影響民眾安全感 巡邏方式只影響到交通事故及傷亡情形 

5 在英美警政專業化時期，警察的主要角色是： 

控制犯罪 為民服務 溝通協調 社區參與 

6 Wilson（1968）將警察組織風格分為三類，其中某種風格的警察認為秩序重於法律，於是此種警察會隨現場情況設定

不同執勤標準，此種風格屬於： 

看守人風格 執法者風格 服務者風格 管理者風格 

7 有關警政策略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社區導向警政是以掃描、分析、回應、評估等（SARA）四個程序為方法 

問題導向警政是以提供諮詢、調整勤務、動員資源、問題解決等（CAMP）四個途徑為操作方法 

犯罪符號警政認為若不處理小問題，這些問題將變成嚴重的犯罪 

第三造警政的處理方式通常是先賦予責任，再提出法律依據 

8 Leishman（1999）將世界各國的警察類型區分為那三個類型？ 

犯罪化型、適應型、鎮壓型 權威型、英美型、東方型 

民主型、威權型、社群型  控制型、放任型、自由型 



1 0 3年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警 察 人 員 考 試  
10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103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50170 

等  別：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類  科：行政警察人員 

科  目：警察政策與犯罪預防 
 

 全一張 

（背面） 

9 Kerley（2005）在回顧與前瞻有關警政評估研究的專論中指出，警察政策評估的現象並沒有包括下列那一項？ 

研究途徑從結果評估導向過程評估 研究對象從犯罪者導向被害者 

研究設計從實驗設計導向非實驗設計 研究工具從量化方法導向質化方法 

10 理性決策模式之確認問題、確定目標、擬定方案、評估方案及執行檢討等問題解決步驟，可用英文的那一個字表達？ 

SWORT SMART CRAVE ASSET 

11 決策者在制定公共政策時，不會重新審視問題，也不清楚設定目標，而是以現行作法為基礎，做出局部的、微小的調

整，此種政策方案決策途徑被稱為： 

理性模式 漸進模式 政治決策模式 滿意決策模式 

12 警察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參與者包括政治系統外的人民、政黨、利益團體、媒體、學者專家以及政治系統內的政府其他
部門、民意代表和警察人員。在公共政策裡，這些人被稱為： 

利害關係人 民意代表人 積極參與者 政策維護人 

13 對於公共選擇理論的決策模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用經濟分析來探究政策分析 也探討市場失靈的問題 

個人利益必須因為做集體決策而被擱置 政府在市場失靈時必須介入矯正 

14 在預防犯罪上，很多社區都成立巡守隊進行守望相助，這是屬於那一類型情境犯罪預防技術？ 

減少犯罪的利益或誘因  減少對犯罪的挑釁或刺激 

移除犯罪的藉口  增加犯罪的風險 

15 要評估警察的表現如何，下列何者不是建構警察績效指標的面向？ 

由下而上的長遠規劃 警力資源的有效運用 民眾對治安的滿意度 犯罪統計數據 

16 美國專業化警政時期（1920-1960），首創犯罪統計，開始以犯罪數及破案率高低評價警察績效，以擺脫政治干預的
警政首長為： 

O. W. Wilson David Bayley August Vollmer John Edgar Hoover 

17 Herman Goldstein 將 SARA 模式作為「問題導向警政」的精髓，所謂「SARA」指的是： 

Strategy, Asset, Responsibility, Analysis Signing, Addressing, Response, Ability 

Strengthening, Addressing, Responding, Analyzing Scanning, Analysis, Response, Assessment 

18 有關美國密情局（US Secret Service）的敘述，何者錯誤？ 

任務有二：保護美國領袖與犯罪偵查 

原隸屬於司法部，911 之後改隸美國國土安全部 

是唯一有權調查偽造美國有價證券的部門 

除了正副元首及家人的人身安全外，也負責住所的警衛 

19 全球化不僅為各國政府、政治體系、治理和公共行政帶來衝擊，跨國犯罪成為警察的重大挑戰。下列針對全球化與跨
國（境）犯罪的敘述，何者錯誤？ 

成立歷史悠久的國際刑警組織，已為各國警政機關建立了相同的互信與共識，強化全球警政的完成 

臺灣在打擊人口販運的努力上，深獲國際好評，自 2010 年起持續被美國國務院評為表現最佳的國家 

目前影響兩岸四地最嚴重的跨境犯罪為電信詐騙犯罪 

目前許多國家的執法機關都會以派遣警察聯絡官以加強國際合作，打擊跨國犯罪。目前我國也有派出駐外的警察聯
絡官 

20 Cohen, March and Olsen（1972）對於垃圾桶決策的解釋，下列何者錯誤？ 

組織基本上是處於「有組織的混亂狀態」 

組織的決策結構，如同一個由問題、解決問題的替選方案、參與者及選擇機會四項分立的支流所匯集而成的垃圾桶 

組織的決策也需要對問題、解決問題方案、參與者及選擇機會做理性思考計算 

手段與目的並沒有先後順序，並非要先有問題，才找解答，而是找到答案，才知道真正的政策問題 

21 學者 Edwards III（1980）指出，政策的有效執行需要四個條件的配合，包括：良好的溝通、充分的資源、執行人員積
極配合的態度，以及： 

適當的裁量權 民主的機制 首長的重視與支持 健全的官僚結構 

22 最近幾年臺北市政府努力為該市員警爭取首都加給，可以視為何種政策工具？ 

回歸市場精神 改變誘因 制訂規則 保險與救助政策 

23 配合中央組織改造，自民國 103 年起，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係由臺灣保安警察總隊、國家公園警察大隊，
與數個機關及任務編組單位整合成立，下列何者錯誤？ 

環境保護警察隊 森林暨自然保育警察隊 高屏溪流域專責警力 電信警察隊 

24 在處理兒少保護事件上，下列何者並非警察人員的主要職責？ 

受理報案並通報主管機關 調查可能的犯罪行為 兒少保護網路的建立 保護兒少的安全 

25 美國 1980 年代以後，警政受到新公共管理等管理理念的影響，而新公共管理認為應以下列何者來決定政策的成效？ 

客觀的犯罪統計 有效的犯罪控制 良好的警民關係 民眾的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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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偵查人員在實施被害人、檢舉人或目擊證人指認犯罪嫌疑人時，應依循的指認要領

為何（15 分）？並請檢討現行指認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及其改進之道（10 分）。 

二、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的規定，現場應依任務需要，將現有人員（擔任警戒任

務者外）區分為調查組及勘察組；請分別敘明調查組、勘察組的任務和注意事項各

有那些（15 分）？又這兩組人員所取得的跡證或線索應該要如何處理與整合（10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65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司法警察偵查犯罪時，在下列何種情形下而情況急迫者，得逕行拘提之： 

因現行犯之供述，而未有事實足認為共犯嫌疑重大者 

經被盤查而逃逸者且所犯最重本刑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者 

在押中之脫逃者 

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 

2 境外犯罪的管轄係依何種順序之警察機關負責管轄： 

被害人之工作地、被害人之居住地、被害人家屬居住地 

被害人之居住地、被害人之工作地、被害人家屬居住地 

被害人家屬居住地、被害人之工作地、被害人之居住地 

被害人之居住地、被害人家屬居住地、被害人之工作地 

3 刑案現場的封鎖範圍以三道封鎖線為原則外，必要時得作適當處置，下列處置何者較為適當？ 

驅散觀看群眾  實施交通管制 

成立現場指揮中心  劃設新聞媒體採訪區 

4 有關簽名特徵，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它的成因是心理的特徵  它具有強迫的性質 

它在整個犯罪過程中可能是多餘的 犯罪人的簽名特徵並非固定而會經常改變 



 代號：50160
頁次：4－2

5 關於原始現場，下列敘述何者最正確？ 

除自然變化外，原來發生之刑案而未經人為及其他因素改變之場所 

經過自然天候等改變而未經人為及其他因素改變之場所 

動物的踐踏咬食而未經人為及其他因素改變之場所 

除救、醫護人員的救援醫護而未經其他人為及其他因素改變之場所 

6 對於同類型的個案行為加以累積，並對個案進行犯罪形成、犯罪模式、犯罪行為特徵及人格特質等做深

層的解析研究，歸納出犯罪類型的行為特徵，此種技術稱為： 

心理描繪技術 特殊行為描繪技術 犯罪手法描繪技術 人格描繪技術 

7 從事整體性犯罪調查策略之規劃，以確認犯罪組織所從事各種犯罪、呈現犯罪組織之存在、辨認控制犯

罪組織之所有成員，而成功瓦解其犯罪組織。此偵查策略稱為： 

擒賊擒王策略 企業化偵查策略 蠶食偵查策略 開放監控策略 

8 下列敘述何者非屬勘察原則的內涵？ 

由左而右 由近而遠 由前而後 由明顯到潛伏 

9 有關刑案移送用紙規定，直轄市政府警察局所轄分局採用之用紙為： 

調查書 移送書 報告書 通緝書 

10 下列何者不是新修正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內容？ 

通信紀錄納入規範 

監聽票一案一卷 

監錄內容顯然與監察目的無關者，不得作成譯文 

增訂調取通信紀錄採令狀主義 

11 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32 條之 1 及第 32 條之 2 規定，目前警察機關運用控制下交付之偵查作為，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目的上僅限偵辦跨國性毒品及槍枝犯罪 

程序上得由檢察官向最高法院檢察署提出偵查計畫書 

偵查計畫書內容無須記載毒品數量 

偵查計畫書須經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核可後，始能實施 

12 司法警察人員進行犯罪嫌疑人之詢問時，須遵守以下那些規定，請選出正確者：①夜間經拘提或逮捕到

場而查驗其人有無錯誤者，得於夜間實施 ②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須由通譯傳譯，因等候其通譯到場致未

予詢問者，其等候時間不得逾 4 小時 ③對於被告之請求對質，除顯無必要者外，不得拒絕 ④詢問被

告或犯罪嫌疑人時應全程連續錄影及錄音 

①② ②③ ①③ ①④ 

13 有關司法警察人員執行搜索任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執行搜索時，得命保管人提出或交付應扣押之物，如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交付或抗拒扣押者，得用強

制力扣押之 

旅店在公開時間內者，夜間得入內搜索 

有明顯事實足信為有人在內犯罪而情形急迫者，司法警察人員雖無搜索票，仍得逕行搜索住宅或處所 

經檢察官同意之搜索，得不使用搜索票，但執行人員應出示證件，並將其同意之意旨記載於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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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下列何者不是警察機關偵查刑案，得函送管轄法院或檢察署之規定？ 

證據證明力薄弱或行為事實是否構成犯罪顯有疑義者 

犯罪證據不明確，但被害人堅持提出告訴者 

告訴乃論案件，經撤回告訴，或尚未調查完竣，而告訴權人已向檢察官告訴者 

全案經調查完畢，認有犯罪嫌疑者 

15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有關電腦犯罪案件電腦鑑識應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重大特殊案件之電腦證物遭毀損、刪除、格式化或經加密無法解讀，得將證物送刑事警察局通訊監察

科鑑識解析 

鑑識前應先將重要資料備份，以完整保存證據，必要時可全部備份 

電腦鑑識時應於備份資料執行非破壞性鑑識，必要時得於原始資料鑑識解析 

電腦資料、檔案或證據被設定密碼，應將所設定之密碼解密 

16 下列何者為實施被害人指認犯罪嫌疑人之要領？ 

指認前得由指認人先陳述犯罪嫌疑人特徵 

實施指認，得於偵訊室或適當處所為之 

指認前必須告訴指認人，犯罪嫌疑人並不一定存在於被指認人之中 

實施指認不需拍攝被指認人照片，但應製作紀錄表附於筆錄 

17 下列有關刑案紀錄之處理運用規定，何者錯誤？  

刑案紀錄表應於受理刑案發生或破獲移送之時起，24 小時內填輸 

警察機關接到司法機關之起訴書後，應檢件分送被告之戶籍地警察機關辦理註記 

犯罪嫌疑人移送法辦者，移送單位於發文移送翌日起 2 日內，將該移送書電子檔上傳刑事警察局 

凡遇軍車牌遺失，應於 4 小時內報由刑事警察局建檔 

18 警察人員依照偵查不公開原則及偵辦刑案新聞注意要點偵辦刑案，須遵守下列那些規定，請選出正確者：

①現行犯已經逮捕，其犯罪事證查證明確者，無須經首長核可，發布新聞 ②對於現時難以取得或調查

之證據，為被告犯罪嫌疑人行使防禦權之必要，可請求社會大眾協助提供證據 ③對於媒體報導與偵查

案件事實不符時，可對外澄清 ④查獲未滿 18 歲之犯罪嫌疑人，於進行逮捕或押解移送等公開場合時，

應配戴頭套 

①②③ ①③④ ①②④ ②③④ 

19 警察人員到達刑案現場後，進行刑案現場保全及封鎖工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實施刑案現場保全時，立即實施現場封鎖，非經現場指揮官同意，任何人不得進入 

室外現場宜使用帳篷、雨棚或立即移至安全處所，以免跡證遭受自然力破壞 

現場封鎖得使用現場封鎖帶、警戒繩索、標示牌、警示閃光燈或其他器材，以達成保全現場為原則 

初期封鎖之範圍宜廣，待初步勘察後，視實際需要再行界定封鎖範圍 

20 有關新修正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相關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檢察機關受理之緊急監察案件，應於 3 日內陳報該管法院補發通訊監察書 

通訊監察結束後，檢察官、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應於 14 日內主動通知受監察人 

依規定執行通訊監察所取得之內容或所衍生之證據與監察目的無關者，不得作為司法偵查、審判之證據 

內政部每年應向立法院報告通訊監察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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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警方以釣魚偵查方式偵辦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 29 條「散布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罪」案件，下

列何者正確？ 

如果是誘捕偵查則屬非法 

如果是誘捕偵查所得之證據並無證據能力 

可向行為人主動談及性交易邀約內容，誘使行為人同意性交易 

如果是陷害教唆則屬非法，故無證據能力 

22 有關警察機關處理家庭暴力案件相關執法作為，請選出正確者：①警察人員發現家庭暴力罪之現行犯，

得逕行逮捕之 ②應依保護令保護被害人至被害人或相對人之住居所，確保其安全占有住居所、汽車、

機車或其他個人生活上、職業上或教育上必需品 ③依保護令執行交付未成年子女時，得審酌權利人及

義務人之意見，決定交付時間、地點及方式 ④警察機關於法院核發緊急保護令前，為保護被害人及防

止家庭暴力之發生，必要時應派員於被害人住居所守護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23 有關警察機關偵辦組織犯罪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檢察機關、司法警察機關為保護檢舉人，對於檢舉人之身分資料，應另行封存，另案附入移送法院審

理之文書內 

證人之姓名、性別、年齡、出生地、職業、身分證字號、住所或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等資料，

應由警察機關辦理封存，不得閱卷 

犯罪證物之蒐集，必要時得協請會計或資訊等專業人員支援解讀 

對組織犯罪案件之證人或與其有密切利害關係之人、檢舉人及被害人，應依警察職權行使法克盡保密

與保護的責任，並注意公務員洩密之刑事責任 

24 依據警察機關辦理性侵害案件處理原則與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下列有關警察機

關偵辦性侵害案件之敘述，何者錯誤？ 

詢問性侵害案件被害人，應選擇適當處所，並採隔離詢問，以一次詢畢為原則，非有必要，不得再次詢問 

受理性侵害案件被害人為女性時，應由女性警察人員處理為原則，如有需要，得通知偵查隊到場協助 

加害人未依規定辦理登記，管轄警察局應檢齊相關資料函請所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規定處罰 

加害人登記報到期間，管轄警察局應每個月對加害人實施查訪一次 

25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相關規定，有關警察機關執行電腦搜索應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搜索對象如為學校，應會同地檢署檢察官執行之 

勿安裝或拷貝任何程式、檔案至受搜索人的電腦中 

應讓受搜索人與電腦保持適當距離 

搜索應審慎為之，以免影響受搜索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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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10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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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接背面） 
 

40110-40210 
60110-60410 
80110-81210 

全一張 

（正面） 

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由左至右橫式作答，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不得於試卷上書寫姓名或入場證號。 

一、作文：（60分） 

有人說：「人才是讚美出來的。」專家認為，被讚美的人更懂得感恩，擁有自信。

請以「讚美的力量」為題，闡述「讚美」在您耳聞親歷的人生當中發揮過何
種正面的功效。 

二、公文：（20分） 

據報章媒體報導：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有人在車廂內喧鬧，或大聲講手機，甚

至脫鞋、赤腳翹到前方椅背上。試擬教育部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函：加強學生品德教育，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必須遵守公共秩序，不得有足以影響

他人之行為。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 14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 1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下列選項各有兩個成語，意思完全不同的是： 

尸位素餐／無功受祿 胸無點墨／腹笥甚儉 

脣亡齒寒／休戚與共 管窺蠡測／洞見癥結 

《論語．雍也》：「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文中「女」字與下列選項「」

中的人稱何者相同？ 

「吾」日三省「吾」身 

「爾」何曾比予於管仲 

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 

黃老師擔任歌唱比賽評審，以下何者不適合作為評論參賽者歌聲的評語？ 

黃鶯出谷 聲聞過情 林籟泉韻 鳳鳴鶴唳 

「刺激，如一朵極快凋萎的黑花，或許你一腳才跨出舞場，另一腳已踩入寂寞了。

儘管街道上仍是霓虹燈火一片炯明，你卻只是一片空白和茫然……空白的情緒像

滴在宣紙上的水墨，在街道間渲染開來。」 

上文所敘，旨在表現都市生活的： 

疏離孤獨 清虛寂靜 瞬息萬變 感官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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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且來看看，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經濟學家雷亞德在《快樂》（Happiness, 2005）
一書中指出的弔詭現象：自 1950年以來，國民年平均收入增加了不只一倍，同時
「我們有更多食物、衣服及車子，住屋更寬敞，中央空調更普遍，國定假日更多，
每週工作天數更少，工作條件也更好，最重要的是我們的身體更健康。」即便如
此，我們並沒有更快樂；在年平均收入超過兩萬美元之後，更高的薪水並不會帶
來更多快樂。為什麼？因素之一是一個人快樂與否，基因大概決定了一半；另一
個因素，則是人的需求並非絕對值，而是取決於別人擁有多少。 

根據上文，經濟學家雷亞德發現一般人的快樂往往取決於： 
更多的食物、衣服及車子 更好的工作條件，更高的薪水 

國定假日更多，工作時數減少 自己比他人擁有多少的相對感受 

把你沒有信心的心交給我／把你有問題的掌上地理／臉是氣象的江山 命運的形下／
眉毛是飛起來或飛不起的翅膀／五官預告你未來的興亡／快把八字交給我加減乘除
看看／動用易經的力道 太極的技巧／我的食指把住你赤裸的心跳／話如游龍先峰
迴再路轉／你似盲人騎瞎馬被我斜斜端在掌上／任我把螢火說明成太陽／把長長一
生像畫符般規畫／把你失去邏輯的命運交給我／把你腦海裡潛泳的懷疑…… 

有關本詩，解讀最適當的選項是： 

嘲諷不問蒼生問鬼神的可悲  

以算命師的專業形象為創作主旨 

以戲謔口吻描寫求人相命者的徬徨無助  

「話如游龍先峰迴再路轉」暗喻命運之不可知 

夫聖人之法，何為而立也？無乃因於時乎？時去矣而法不改，則雖聖人之法，有
所不能為。（張耒〈本治論上〉） 
本文主旨最適切的是： 

分析實施聖人之法的時機 說明聖人之法應重視有為 

解釋設立聖人之法的原因 強調聖人之法須因時改變 

「臣（郭隗）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
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
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市之五百金，況
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期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
欲必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新序》） 
下列何者最適合說明本文意旨？ 

謀士身先士卒的果敢 謀士巧辯以誤導人君 

君主充分授權的胸襟 謀士為君招賢的智慧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
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為名臣，死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為美也。
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
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方孝孺〈豫讓論〉） 
上文旨在論述： 

人臣事君之道 君子潔身之道 朋友相處之道 亂世全身之道 

承上題，依據上文，作者心目中最認同的是： 

能認清時勢，全身而退 於既亂之後，捨生取義 
為人主效力，防患未然 為知己者死，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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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司法院釋字第 414 號解釋，藥物廣告雖然不是訴求政治性議題，然仍受到憲法關於何項權利之保障？ 

人身自由及人格權保障  工作權及生存權保障  

財產權及言論自由保障  講學自由及工作權保障 

2 監察院審計長於行政院提出決算，完成審核之後，應向何一機關提出審核報告？ 

行政院 立法院 監察院 總統 

3 下列何者並非憲法第 19 條租稅法律主義要求，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 

納稅義務人  稅率級距  

繳納期間  稽徵機關對於申報案件的抽查標準 

4 下列有關秘密通訊自由的敘述，何者正確？ 

秘密通訊自由之保障範圍僅限於書信文字  

不應由警察，宜由檢察官才能獨立行使監聽權 

只要事關公益，非依法定程序監聽所取得內容例外可為證據 

與個人隱私權息息相關 

5 下列財產權的意義，何者錯誤？ 

是指所有權存續狀態的保障，包括使用收益與處分的權能 

私法上，所有權衍生的法律利益，如廣告，也受保障 

因公益而忍受特別犧牲應予賠償 

礦產屬於國家所有，不因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權受影響 

6 依憲法第 161 條之規定，何者應廣設獎學金名額，以扶助學行俱優無力升學之學生？ 

公益團體 各級政府 大企業 宗教法人 

7 依憲法第 23 條之規定，人民之基本權利，並不因下列那一種目的而受法律限制？ 

為了維持社會秩序 為了鞏固國家權力 為了避免緊急危難 為了增進公共利益 

8 人性尊嚴是基本權之基礎。人格尊嚴之維護與人身安全之確保，乃世界人權宣言所揭示，並為我國憲法保障

人民自由權利之基本理念。有關人性尊嚴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依據契約自由原則，雇主對於勞工進用與否、工時長短、薪資高低、保障有無等，皆任諸雇主自由，不受

限制 

夫妻關係中，妻或夫並非對方之權利客體，故「夫權」之概念不應存在 

觀諸憲法前言、第 1 條、基本國策章及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之規定，可知憲法以促進民生福祉為一項基

本原則，本此原則，國家應提供各種給付，以保障人民得維持合乎人性尊嚴之基本生活需求，扶助並照顧

經濟上弱勢之人民，推行社會安全等民生福利措施 

人性尊嚴並非如人之權利能力一般，「始於出生，終於死亡」，人即使尚未出生或已死亡，仍有人性尊嚴 

9 有關憲法保障之訴訟權之限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不得抗告  

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之決議即屬法院之終審裁判，不得提起行政訴訟 

訴訟權重於實體法之關係，故程序保障並不重要 

人民於訴訟上有受公正、迅速審判，獲得救濟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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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關於國民主權原則的解釋，下列何者錯誤？ 

其實現由國民直接或間接得到國民同意 直接民主能實現國民主權原則 

司法獨立審判，違背國民主權原則 行政向立法負責是國民主權原則的展現 

11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民投票為牴觸代議政治之制度，實已違憲  

選舉、罷免、創制、複決，係屬人民之參政權 

競選過程，應確保相關資訊得以充分揭露，以促進公共政策等意見之交換 

對於候選人學經歷之要求、以及對於保證金制度之設計，司法院解釋基本上係肯認立法者得於合理範圍內

加以限制 

12 有關選舉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中華民國國民凡年滿二十歲，即得享有選舉與被選舉權 

選舉制度應確保參選機會之平等 

選舉制度應確保人民被代表權之平等 

選舉捐款之限制，涉及政治性言論保障之問題 

13 下列有關總統刑事豁免權的敘述，何者正確？ 

現職總統競選連任時，無刑事豁免權 

刑事豁免權為暫時性之程序障礙 

總統刑事豁免權係對於其犯罪行為享有實體之免責權 

總統之刑事豁免權及於總統於他人刑事案件為證人之義務 

14 依憲法本文之規定，補習教育之對象為： 

已逾學齡未受基本教育之國民 已受基本教育，再教育之成人 

大學聯考落榜之考生  在職教育之公務員 

15 考試院院長無須赴立法院備詢，係基於下列何種憲法原則？ 

依法行政原則 基本人權保障 憲政慣例 憲法明文規定 

16 有關行政與立法之間的預算監督關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預算案之權 

總預算案應於會計年度開始 1 個月前由立法院議決，並於會計年度開始 15 日前由總統公布之 

預算案係指國家年度總預算而言，包括追加預算以及特別預算在內 

預算案經立法院通過及公布手續為法定預算，其形式上與法律相當，因其內容、規範對象及審議方式與一

般法律案不同，又稱之為措施性法律 

17 下列何種議案無須向立法院提出？ 

戒嚴案 媾和案 大赦案 特赦案 

18 立法院通過某法律，但行政院認為窒礙難行，經由法定程序後再送回立法院審議的制度，稱為： 

覆議 復議 核可 不信任案 

19 下列關於行政與立法間之關係，何者錯誤？ 

副總統缺位時，總統應於三個月內提名候選人，由立法院補選，繼任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經總統之核可，於該決議案

送達行政院十日內，移請立法院覆議 

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以上連署，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立法院對於行政院移請覆議案，應於送達十五日內作成決議 

20 下列那一種國家權力，在我國憲法上有關中央與地方之權限分配中，係專屬中央立法並執行？ 

警察制度 教育制度 司法制度 公共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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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在我國現行地方制度中，並無下列那一種公職人員之編制？ 

鄉民代表會主席 鄉長 省政府主席 省長 

22 下列何者負責憲法解釋之工作？ 

司法院大法官 憲法法庭 最高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23 下列何機關得刪減司法概算？ 

立法院 行政院 監察院 考試院 

24 依憲法第 82 條規定，下列有關司法院及各級法院組織之敘述，何者正確？ 

為確保司法獨立，司法院及各級法院之組織由司法院自行發布命令定之 

司法院組織由法律定之，各級法院之組織由司法院以命令定之 

司法院及各級法院之組織由法律定之 

司法院及各級法院之組織專由憲法直接規定 

25 依司法院解釋，下列何者屬憲法中不得修改之部分？ 

雙首長制 總統之罷免程序 民主共和國原則 立法院之人事同意權 

26 Law Enforcement Oath of Honor reads: “On my honor, I will never betray my badge, my ______, my character, or 

the public trust. I will always have the courage to hold myself and others accountable for our actions. I will always 

uphold the constitution and community I serve.” 

facebook intelligence indentification integrity 

27 Different agencies use their SWAT teams for different kinds of ______, but the basic set of missions looks like this: 

counter sniper, hostage rescue, barricaded suspect, search warrant, and drug raids. 

assignments advantages assistances alignments 

28 Community policing offers the potential of forging closer ______ and deeper trust between police and citizens. To 

realize this potential, however, images and structures of the police organization must accommodate such changes. 

constructions connections containers confusions 

29 Forensic scien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serious crimes. One of the first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was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iques for identifying individuals by their ______. In the 19
th
 

century, it was discovered that almost any contact between a finger and a fixed surface left a latent mark that could 

be made visible by a variety of procedures. 

blood saliva semen fingerprints 

30 To reduce police ______, the commissions recommend creating external oversight over the police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integrity, improving recruitment and training, leadership from supervisors of all ranks about integrity, 

holding all commanders responsible for the misbehavior of subordinates, and changing the organization’s culture to 

tolerate misbehavior less. 

strike corruption torture overpower 

31 Domestic______ and abuse can happen to anyone, yet the problem is often overlooked, excused, or denied.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when the abuse is psychological, rather than physical. Noticing and acknowledging the signs of an 

abusive relationship is the first step to end it. 

vacation violence victory vacancy 

32 The safety _____ is designed to assist the police officer in maintaining his or her handgun in a struggle while 

ensuring handgun retention. 

belt buckle barrier holster 

33 Unable to deal with the pressure brought by the recent scandal, the politician committed __________. 

suicide renovation reception vir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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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In Taiwan, making a right turn on a red light is _____ and considered illegal, except when there is a green arrow 

along with the red light. 

authorized prohibited violated committed 

35 A woman was sent to prison for _____ heroin out of the country. When she was arrested at the airport, she had 63 kg 

of heroin in her suitcases. 

abducting negotiating smuggling mingling 

36 Witnessing the entire process of the accident, Mr. Lin was brought to the police station to make a __________. 

noise statement foundation promise 

37 The __________ typhoon left nothing standing after it raged through the town. 

devastating harmonious profitable restless 

38 The mayor is in a __________, for his decision will be challenged by both his proponents and opponents. 

trend morality sentiment dilemma 

Stockholm syndrome is a psychological behavior that appears in certain hostage situations. The condition appears 

when the hostage begins to show loyalty to or sympathy with the people who are   39   him or her. In the most classic 

cases, victims continue to defend and care about their captors even after they escape captivity. 

The term   40   in 1973 after the robbery of a bank in Stockholm, Sweden. During the robbery, bank employees 

were held hostage for six days. During this time, some of the employees became emotionally   41   their captors. 

They defended the actions of the bank robbers after the ordeal was over. 

Dr. Joseph Carver, a psychologist, describes this emotional bonding with an abuser as a survival   42   for 

victims of abuse and intimidation. It develops as an attempt to survive in a   43   environment. The behavior has been 

observed in battered spouses, abused children, prisoners of war, and concentration camp survivors. 

39 coercing witnessing holding inspecting 

40 originates originated has originated has been originated 

41 locked out of ignorant of popular with attached to 

42 strategy reliability recruit tolerance 

43 dedicated threatening moderate poisonous 

44 It is forbidden for any public servant to accept __________. 

bribes vices honors patents 

45 After spending 25 years in prison, the convicted criminal will be __________ for parole. 

diligent disheveled eligible evasive 

46 The trial of the high-profile serial killer case will be__________ by Judge Yang. 

contributed to presided over charged with complied with 

47 When the fire fighters got to the burning building, they saw some victims making their __________ by jumping out 

of the building without protection. 

excuse appearance disappearance   escape 

48 Unsatisfied with the clarification provided by the officials, some legislators__________ a more in-depth 

investigation. 

called for broke in called out let go of 

49 Based on our Constitution, any president can only hold__________ for a maximum of eight years. 

election term seat office 

50 The scar on the robber’s forehead gives him a__________ appearance; he can be easily identified. 

minimum deficient resilient distin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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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申論題部分：（50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警察實施身分查證（盤查）之要件、得採取之措施、界限及應

踐行之程序為何？被盤查人若當場表示不服警察之盤查，警察應如何處理？試論述之。

（25分） 

二、有關警察之概念，有「學理上之警察概念（與行政作用法上之警察概念、實質的警察概

念、廣義的警察概念相當）」及「制定法上之警察概念（與行政組織法上之警察概念、

形式的警察概念、狹義的警察概念相當）」兩種觀察角度，兩者之意涵及區別為何？戰

後各先進國家有「脫警察化現象」及「警察權之分散趨勢」，所謂「警察權之分散趨

勢」所指「警察」係為何種意義之警察概念？試論述之。（25分）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代號：4601 

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行政院依警械使用條例授權函定之「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類及規格表」所列之「應勤器械」，下列何者非屬之？ 
警銬 電氣警棍 警繩 防暴網 

2 對於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數警察機關均有管轄權時，應由何警察機關管轄？ 
由上級警察機關管轄  由受理在先之警察機關管轄 
由共同直接上級警察機關管轄 由共同直接上級警察機關指定管轄 

3 對於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意圖媒合性交易而拉客之人，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如何處罰？ 
如係在該法第 91 條之 1 規定之通稱「性交易專區」內者，不罰 
處 3 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6 萬元以下罰鍰 
如違反之情節重大者，得加重拘留至 5 日 
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下罰鍰 

4 依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規定，公務人員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公職候選人，從事法定禁止之活動或行為，下列有關
法定禁止之活動或行為之敘述，何者錯誤？ 
動用行政資源為其辦理宣傳活動 為其領導連署活動 
公開為其站台拜票  其他經中央選舉委員會以命令禁止之行為 

5 警察執行勤務中遭受暴力致殘廢，有關照護、撫卹與慰問之敘述，何者正確？ 
致半殘廢者，無終身照護規定之適用 
致全殘廢者，準用公務人員撫卹法發給撫卹金 
致半殘廢者之慰問金發給，不得低於公務員因公傷殘死亡時發給之 2 倍 
致半殘廢者，原則上應教養其子女至成年 

6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8 條第 2 項規定，警察依同條第 1 項規定行使職權或採取措施，以其他機關就該危害無法或不能
即時制止或排除者為限，此一規定學理上稱之為： 
警察公共性原則 警察補充性原則 警察責任原則 警察被動性原則 

7 警察查訪治安顧慮人口，依警察職權行使法及其授權訂定之查訪辦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旨在維護社會治安防止再犯 原則上由戶籍地警察機關每個月查訪 1 次 
應隱匿身分實施查訪  查訪對象行方不明者應依法通報協尋 

8 警察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對於行經指定公共場所、路段及管制站者，得查證其身分。其中所
謂之「指定」，下列何者具有指定權限？ 
警察分局長  警察分局業務組長 
警察派出所長  執行之基層員警中職位最高者 

9 集會遊行之負責人申請集會遊行，經主管機關不予許可，其有不服者，應如何提起救濟？ 
提起復審 提起申復 提起復查 聲明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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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集會遊行法規定，舉行集會遊行時得指定糾察員協助維持秩序，其指定權人為： 
警察分局長  集會遊行對象之行政機關首長 
集會遊行負責人  禁制區內行政機關首長 

11 公司行號僱用保全人員，依法得經許可購置警棍。依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理辦法第 7 條規定之許可機關為： 
行政院  內政部 
內政部警政署  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 

12 依警械使用條例第 5 條規定，警察人員依法令執行取締、盤查等勤務時，如有必要得採行之干預措施，下列敘述何者
錯誤？ 
命停止舉動 命高舉雙手 檢查是否持有兇器 依管束規定令供述 

13 因違反勤務紀律而分別遭服務機關記大過一次的甲與記過一次的乙，如有不服，應如何救濟？ 
均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提起復審 
均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提起申訴、再申訴 
依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甲與乙得分別提起復審與申訴、再申訴 
甲如對復審決定不服，得續行行政訴訟；乙於再申訴決定後不得再為爭執 

14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直轄市、縣（市）地方自治團體得因地制宜，規劃得從事性交易之區域及其管理，其規劃
應以制定法規範方式為之，此法規範係指： 
自治條例 自治規則 自律規則 委辦規則 

15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之處分書作成時，受處分人在場者，其處分書之宣告，依社會秩序維護法及其授權訂定之處
理辦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朗讀主文  應告以處分之簡要理由 
應告以不服處分之救濟程序 應告以得請求即時執行 

16 警察通知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人到場接受訊問，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訊問時應先告以通知之事由 行為人應親自到場接受訊問，不得委任代理人到場 
訊問時應給予申辯之機會  訊問應採問答方式並當場製作筆錄 

17 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之罰鍰分期完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由被處罰人向執行之警察機關申請 以 15 日為 1 期 
得分 2 至 6 期繳納  分期完納期限為 6 個月 

18 行政執行法規定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執行，其中怠金之適用，下列相關敘述何者錯誤？ 
不適用於能由他人代為履行之行為義務 得依法連續課處 
怠金最高可處新臺幣 30 萬元 怠金逾期未繳納者由原處分機關強制執行之 

19 警察法第 9 條第 1 款規定，警察有依法發布警察命令之職權，依司法院釋字第 570 號解釋，此一規定之法律性質為： 
組織法 行為法 作用法 組織法兼行為法 

20 依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規定，長官要求公務人員從事該法禁止之行為者，下列相關敘述何者錯誤？ 
公務人員有服從義務 
公務人員得檢具相關事證向該長官之上級長官提出報告 
該長官之上級長官受理報告未依法處理者，以失職論 
該長官之上級長官受理報告未依法處理者，公務人員得向監察院檢舉 

21 下列警察組織，何者非屬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所列之四級機關？ 
刑事警察局 保安警察第一總隊 警政署行政組 花蓮港務警察總隊 

22 下列警察職權行為，何者具有「行政處分」之性質？ 
依刑事訴訟法實施犯罪偵查之行為 依警察勤務條例所為巡邏之行為 
依警察法第 9 條發布之警察命令 對違法集會遊行所為之解散命令 

23 下列有關「警察」概念之敘述，何者正確？ 
依司法院釋字第 588 號解釋，執行拘提、管收之行政執行官暨執行員，係屬「形式」意義的警察 
依行政罰法第 34 條規定，為確認身分而得會同警察人員強制隨同到指定處所之警察，係指「組織法」上的警察 
凡為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依法律規定得對人民行使干預、取締之行政機關活動者，皆屬「狹義」的警察 
警察職權行使法上所稱之警察，係指「作用法」上的警察 

24 下列有關確保公務人員行政中立之敘述，何者正確？ 
自登記為公職候選人之日起至投票日止，應依規定請事假或休假 
執行隨扈任務之警察不得於任務執行中順便幫特定公職候選人拜票 
得加入政黨，但不得加入其他政治團體 
不得鼓勵其子女加入特定之政黨 

25 下列有關警察職權行使之敘述，何者正確？ 
執行交通違規稽查取締時，無適用警察職權行使法之餘地 
巡邏時擦撞機車騎士致其受傷時，應即送醫救護 
扣留物之價值貴重時，得予變賣 
因扣留物之性質認難以變賣時，得不經公開方式逕行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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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警察情境實務概要（包括警察法規、實務操作標準作業程序、人權保
障與正當法律程序） 

考試時間：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全一張 

（正面） 

甲、 申論題部分：（60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某湖面發現浮屍一具，屍體臉部浮腫，手掌紋與腳掌皆已腐敗，無法辨識；偵查發現屍

體極有可能為某大樓套房內獨居之王先生，報請刑事警察局法醫室採取屍體之骨髓進行

DNA 鑑定時，你負責調查本案，在其住處要搜尋那些留有 DNA 檢體之相關物品，以利

比對屍體身分？（20分） 

二、派出所勤區同仁家戶訪查發現，轄內一家護膚指壓中心涉嫌經營色情，已蒐集到相當證

據並持有法院核發之搜索票，你應如何協助所長查處本案？（20分） 

三、你前往處理兩車追撞之交通事故，見事故當事人甲明顯酒後駕車，卻藉故打電話拖延且

不配合呼氣檢測，遇到這樣的情況你應如何處置？請說明實施強制作為流程的執行要

領。（20分） 

乙、測驗題部分：（40分）                       代號：3601 

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張三因隔壁鄰居於夜間唱卡拉 OK，無法忍受噪音而報警處理，你是前往現場處理的員警，最為適當的處置方式為何？ 
因噪音案件非屬警察機關權責，無論噪音大小直接要求環保機關到場查處 
除非是噪音管制區，否則可以不必確認是否為妨害公眾安寧 
如噪音確實傳於戶外，又經鄰居證實難以忍受，可認其為妨害公眾安寧 
不論有無違法情事，直接開具勸導單 

2 有位老婦人經營一家小雜貨店，當你巡邏經過時，她向你投訴最近有兩位青少年經常在她店面附近徘徊、鬼鬼祟祟，讓
她憂心不已，懷疑他們可能會搶劫，希望你將他們抓起來詢問。根據老婦人的投訴，你最先要採取的行動是什麼？ 
告訴老婦人，你會進行調查並做適當的處理  
告訴老婦人，每個人都有行動的自由，你不能限制他們 
告訴老婦人，除非他們有搶劫行為，否則你不能逕行調查 
告訴老婦人，你會直接傳喚這兩位青少年 

3 你於執行值班勤務時，有一老翁甲前來派出所報案，稱鄰居乙盜摘他家波斯菊一株。你如何處置？ 
屬情節輕微，應委婉告知，不予受理 屬情節輕微，但仍依法受理偵辦 
屬情節輕微，通知兩造雙方和解 屬情節輕微，斥罵後請其離開 

4 你是值班員警，民眾報案指稱，其子揚言自殺且已 2 天沒有回家、下落不明，你受理報案後下列何者為優先處置？ 
應刊登失蹤人口通報 應啟動緊急查尋 應立即通報刑事單位 應請家屬發動親友協尋 

5 你於擔任值班時，接獲民眾電話報案稱在某地發生交通事故，你應如何處置？ 
先了解是否確為本轄區；如非本轄區內，請該民眾逕向管轄分駐（派出）所報案 
轉報交通隊車禍處理專責小組派員處理 
立即通知線上巡邏同仁先行前往了解，並通知所內備勤同仁待命出勤 
通報勤務指揮中心派遣交通隊車禍處理專責小組派員處理 

6 你擔服巡邏勤務，接獲通報前往取締違規案件，發現係一名喑啞老者正在商店前騎樓手持口香糖販賣。你應如何處理？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辦理  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舉發 
依刑法移送檢察機關偵辦  妥予勸導離開 

7 你是派出所備勤員警，詢問富少酒駕肇事之 A1 案件，有關詢問筆錄之錄音、錄影事項，下列何者正確？ 
應自告知其罪名及權利事項後開始錄 
詢問酒駕案件犯罪嫌疑人時不需錄音 
引起社會大眾關注之重大刑案詢問時應全程連續錄影 
詢問犯罪嫌疑人之錄音帶應保存在詢問單位，不需隨案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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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一張 

（背面） 

8 你是派出所勤區警員，深夜執勤完畢駕車返家途中，在某科技公司圍牆外發現一部機車前踏板處放置 2 只麻袋，袋口
處露出電纜線，疑似行竊所得，此時有一名男子欲騎乘該機車，你如何處置最適當？ 
出示證件表明身分，盤詰詢問該批電纜線來源 上前搶走機車鑰匙，防止嫌犯騎乘機車逃逸 
因無犯罪證據，先記下機車車號日後需要再查 打 110 向勤務指揮中心報案，續開車返家休息 

9 慣竊甲進入某大樓地下停車場，將樓梯間室內消防栓之「射水瞄子」放進隨身包包內，意圖變賣換錢花用，因包包只
能裝四只，手另拿一只準備離去，於大門口恰遇保全人員乙，其發現甲手上拿著消防瞄子，立刻攔下詢問，甲因竊行
曝光欲快速逃逸，乙強行抓住甲並報警。你受理本案，有關乙對甲強行控制行動之適法性，下列敘述何者最為正確？ 
甲因犯罪實施中遭發現，有事實足認為犯罪嫌疑重大；係逕行拘提 
甲因有事實足認為其犯罪嫌疑重大，經被盤查而逃逸；係緊急拘提 
甲因在犯罪實施後即時遭發覺；係以現行犯予以逕行逮捕 
甲因持有贓物顯可疑為犯罪人；係準現行犯予以逕行逮捕 

10 甲與友人到 KTV 唱歌，離去時與乙因言語口角而遭毆傷，事後甲到派出所報案製作筆錄提出傷害告訴，隔天經警方
查證乙身分為大學生，甲為免影響乙前途於是接受和解，前往派出所表示要撤回對乙的傷害告訴並再次製作筆錄。你
是分局負責承辦本案之偵查佐，應如何處理？ 
傷害為告訴乃論案件，當事人已明確表示撤回告訴，應即結案歸檔 
當事人雖撤回告訴，仍應將案卷保存 6 個月後再結案歸檔 
當事人雖撤回告訴，仍將案件函送管轄地檢署 
當事人雖撤回告訴，仍應追蹤完成和解再予結案歸檔 

11 你於巡邏時，接獲民眾報案，到達命案現場時，發現被害人已死亡，此時最優先處理之事項為何？ 
搜索現場，發現證物  翻找被害人衣服口袋，明瞭其身分 
退出並封鎖現場  查訪附近民眾 

12 派出所值班人員接到民眾有關道路交通事故之電話報案後，指派備勤的你去處理，當你備妥處理事故裝備抵達事故現
場之後，面對事故現場之情境，下列何者是你應最優先做的工作？ 
了解事故傷患嚴重狀況 執行現場警戒措施 排除現場阻塞車輛 請求支援人力 

13 你正在執行路檢勤務，發現前方有一輛機車噪音頗大，攔停檢查該機車發現排氣管經過改裝，尾管角度明顯朝上（翹
管），你應如何處置？ 
開具勸導單請其簽名後放行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製單舉發 
扣留機車，通知監理機關派員檢查 非警察權責，直接放行 

14 日前轄區發生 3 人死亡之重大交通事故，你是分局交通事故處理承辦人，辦理現地會勘，發現部分痕跡（如煞車痕）
與事故當日交通分隊處理員警繪製之現場（草）圖有所出入，會勘後作成紀錄，對於現場（草）圖你應如何處置最為
恰當？ 
自行塗改修正現場圖與現場草圖 自行重新繪製現場圖，並留存原現場草圖 
請交通分隊重新繪製現場圖，並留存原現場草圖 請交通分隊重新繪製現場圖，並修正現場草圖 

15 你執行取締砂石車違規勤務，發現一砂石車疑似超載，予以攔停並前往過磅，該車核定總重量不得超過 42 公噸，經
測量結果該車輛為 55 公噸，超載 13 公噸，惟該地磅之有效測量上限為 50 公噸，此時你應如何處置最恰當？ 
超載為既成事實，依過磅結果逕予製單舉發  
已超出地磅有效量測範圍，製單恐有爭議，不予舉發，人車放行 
超出地磅有效量測範圍部分，不予舉發，其餘超載重量正常舉發 
另以量測上限超過 55 公噸之合格地磅進行過磅，確認違規情形 

16 甲發生道路交通事故後，欲與對方和解，遂向警察機關申請閱覽及提供相關資料，你受理本案，下列選項何者敘述錯
誤？ 
於事故當場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 於事故 7 日後得申請閱覽或提供現場圖 
於事故 7 日後得申請閱覽或提供現場照片 於事故 30 日後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證明書 

17 你於執行交通稽查勤務時，舉發汽車所有人、駕駛人或攤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依規定須代保管物件時，下列選
項何者錯誤？ 
已領有號牌而未懸掛或不依指定位置懸掛，應當場代保管其行車執照 
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因而肇事致人死亡，當場暫代保管其駕駛執照 
拼裝車輛未經核准領用牌證行駛，當場暫代保管其車輛 
未經許可在道路擺設攤位，暫代保管其攤棚、攤架 

18 某公職人員選舉投票所設置在某國小教室內，你係該投票所之警衛人員，下列何者為應予管制進入之對象？ 
配帶選舉委員會製發證件者 身心障礙選舉人之陪同家屬 
該校校長  依法執行職務之檢察官 

19 為利守望相助組織有效協助維護治安，可利用巡邏、勤查等機會對其訪視、聯繫及宣導，你是警勤區警員，下列何者
非宣導守望相助組織協助事項？ 
協助巡邏守護 提供犯罪線索 奮力逮捕竊盜犯 協助急難救護 

20 你擔服投票所警衛勤務，高齡選民甲領取選票並圈選後，因發現圈錯候選人，情急下即將該選票撕毀，此時你採取何
項處置最適當？ 
交由主任監察員依權責決定是否送辦 主任管理員交辦，並請支援員警予以帶案移送法辦 
念甲非出於不良意圖，擅自告誡後放行 念甲高齡疏忽，再提供一張選票重新圈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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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別：四等警察人員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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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全一張 

（正面） 

甲、 申論題部分：（50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勤區查察的任務為何？（9 分）又警察勤務區員警在警察勤務區的活動中，應如何經營
該警察勤務區？（16分） 

二、請舉例說明何謂犯罪熱點（hot spot）？（10 分）警察對於犯罪熱點，應如何規劃與執行
警察勤務？（15分）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代號：5601 

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警察勤務應為主動先發式（proactive）的發現問題而非被動反應式（reactive）的處理問題，此乃警察勤務的： 
迅速原理 機動原理 彈性原理 顯見原理 

2 警察機關勤務執行應符合依法行政之原則。執行過程中有涉人民自由權利之職權時，須有法律授權，始符合： 
法律比例原則 法律優位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法律正當原則 

3 依警察法第 3 條第 2 項之規定，下列何者非由直轄市立法事項？ 
關於警察勤務機構設置、裁併及勤務之實施事項 
關於直轄市警察教育之實施事項 
關於直轄市警察業務之實施事項 
關於直轄市義務警察、駐衛警察之組設、編練、派遣、管理等事項 

4 警察分駐所、派出所為勤務執行機構，負責警勤區之規劃、勤務執行及督導。其設置基準由下列何者定之？ 
內政部警政署 警察局 警察分局 警察分駐所、派出所 

5 依警察勤務條例，關於警察勤務時間，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每日勤務時間為 24 小時，其起迄時間自 8 時起至翌日 8 時止 
零時至 6 時為深夜勤，18 時至 24 時為夜勤，餘為日勤 
勤務交接時間由警察局定之 
服勤人員每日勤務以 8 小時為原則，必要時，得視實際情形酌量延長之 

6 勤區查察為重要的警察勤務之一，其依據的相關法規有那三種？①警察法 ②警察勤務條例 ③家戶訪查作業程序 
④戶口查察實施辦法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①②③ 

7 新遷入人口基本資料將由勤區查察處理系統，主動以新增訊息方式通知，警勤區員警接獲通知後，應主動於多久之內
實施現地查訪？ 

3 天 1 週 1 個月 3 個月 
8 勤區查察若編排兩人以上聯合查察或以組合警力支援查察之勤務，其勤務性質應為： 

個別勤務 共同勤務 聯合勤務 組合勤務 
9 關於勤區查察之規範，下述那個組合最正確：①以個別訪查為主，聯合查察為輔  ②就警勤區內實施個別訪查 

③了解轄區內之人、地、事、物之概況 ④建立警勤區概況資料，並註記於相關簿冊，保持資料常新 
①②③ ①③④ ①②④ ②③④ 

10 雖然時代日換星移，警察值班勤務仍未減其重要性，此乃因值班的多種功能使然，下列關於值班勤務功能的敘述何者
為最正確：①從犯罪偵防觀點看，派出所 24 小時都有人值班，隨時受理民眾報案及處理突發事故，涵攝「永不間斷」
的意義 ②從為民服務立場而言，警察全天候無休，民眾在事故發生時馬上找警察，值班人員則為警察之代表，其重
要性不因時代變遷而有任何改變 ③值班是警察機關的第三級勤務指揮中心，居承上啟下之地位 ④值班人員彰顯的
是國家主權無時不在、無所不在的意義 
①②③ ①③④ ①②④ ②③④ 

11 警察機關受理一般刑案應依規定開立三聯單，下述有關受理報案及三聯單之規定何者正確？ 
無刑案現場致不能勘查之案件，若報案人堅持索取三聯單時亦應開立發給 
受理告訴乃論之案件，一律免開三聯單 
立即破案之案件，一律免開三聯單 
員警受理一般刑案後，應於 24 小時內將該筆資料上傳內政部警政署資料庫 

12 備勤勤務執行準備及要求，何者錯誤？ 
應在勤務機構內或指定處所，穿著制服整裝待命，以備突發事故之機動使用 
有關配帶槍彈及穿著防彈衣、盔，以不配帶為原則 
服勤人員應保持機動，但深夜可著裝睡覺；未奉派執勤時，亦可保養裝具或整理文書、簿冊 
遇有派遣時，應動作迅速，準時出勤，不得藉詞推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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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為強化治安維護措施，提升勤務指管功能，落實勤務規定，內政部警政署特規定三線報告系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警用電話系統、無線電話系統、網路系統 主官系統、業務系統、勤務指揮系統 
警政署系統、警察局系統、警察分局系統 指揮系統、管制系統、通信系統 

14 依警察勤務條例第 26 條規定，各級警察機關應實施勤務督導，其目的有三，請選最正確的一組：①激勵服勤人員工
作士氣 ②指導工作方法 ③落實勤務紀律 ④考核勤務績效 
①②③ ①③④ ①②④ ②③④ 

15 有關憲法、警察法、警察法施行細則等法令，對於警察勤務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警察勤務制度，指警察勤務之單位組合勤務方式之基本原則事項 
憲法第 110 條規定，縣警衛之實施，由縣立法並執行之 
保安警察與當地警察機關基於治安或業務需要，得互請協助，關於勤務分配應會商行之 
警察基層人員採警員或偵查佐制，施行程序由內政部警政署定之 

16 依警察勤務條例之規定，特殊時間、地點應加強勤務督導，下列何者是該條例規定的特殊時間、地點？①暴風、雨、雪 
②黎明、深夜 ③黃昏 ④重要節日及特殊地區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17 警察勤務區員警依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及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執行家戶訪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警勤區員警家戶訪查，應嚴守行政中立，並不得利用權力、機會或方法使他人加入或不加入政治團體或參與協助政
黨、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舉辦之活動 
警勤區員警家戶訪查所得資料，應保守秘密，不得洩漏 
家戶訪查屬於行政調查或行政指導之行為，法律上具有強制性 
警勤區員警於家戶訪查所作成之資料，僅供警察機關內部執行犯罪預防、為民服務或維護社會治安使用 

18 依內政部警政署 90 年函頒「強化警察勤務功能策進作為」及 98 年以函文明確界定「專案性勤務」定義之內容，下列
有關「專案性勤務」之敘述，何者正確？ 
一般行政警察所執行的勤務稱為一般勤務（又稱經常勤務、普通勤務）；巡邏、臨檢、守望等稱為共同勤務；另有
關交通、刑事、保安、婦幼等勤務，配合行政警察實施者，稱為專案勤務 
對超過 1 週以上之專案性勤務，規劃單位應每日檢討 1 次 
各外勤單位主管基於特殊因素須執行專案性勤務者，應由主管親自規劃審核後方得實施 
專案性勤務以不編排為原則，應視其勤務性質納入巡邏等法定勤務中執行 

19 警察於勤務中，發現符合路（攔）檢之對象，實施身分查證，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受檢人未攜帶身分證件或拒絕出示身分證件或出示之身分證件顯與事實不符，而無從確定受檢人身分時，帶往警察
局、分局、分駐（派出）所查證 
報告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或通知受檢人指定之親友或律師 
發現違法（規）情事，依法定程序處理，例如發現受檢人違反刑事法案件，應即轉換依刑法之規定執行，並告知其
犯罪嫌疑及相關義務 
自檢查之時間起不得逾 3 小時 

20 假如您是擔服行政院安全維護勤務之警察，遭群眾攻破防禦工事，侵入建物，破壞門窗，強佔辦公廳舍，對於違法滋
事者，您當場可依下列何種法令，執行您的職權？①依警察職權行使法加以留置、管束 ②依警械使用條例加以制止 
③依刑事訴訟法加以拘提、逮捕 ④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罪嫌移送首謀者 
①②④ ①②③ ①③④ ②③④ 

21 近來少數員警舉發拒絕酒測案件，未當場明確告知違規人全部法律效果，致行政訴訟判決撤銷拒測之處分，因此，員
警取締酒駕時，認定駕駛人拒絕酒測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 4 項），應告知相關之法律效果。而這些
法律效果，下列何者錯誤？ 
處新臺幣 6 萬元罰鍰   
當場移置保管車輛，並得向汽車所有人收取移置費及保管費 
吊銷駕駛執照 3 年內不得考領 
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22 假如您是擔服值班勤務之員警，受理性侵害案件，請問您必須遵守下列那些事項？①對於性侵害被害人個人資料保密
應恪守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相關規定 ②依照「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要點」辦理減述流程 ③屬於刑
法第 221 條、第 222 條之重大性侵害案件，應製作重大刑案通報單，通報婦幼隊審核後轉報刑事警察局偵防中心 
④由專案人員陪同被害人至醫院驗傷採證，了解案情提供相關資訊給偵查人員現場採證方向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①②③ 

23 有關員警取締酒後駕車之作業程序及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以 4 人一組為原則，分別擔任警戒、指揮攔車、盤查、酒測及舉發，並得視實際需要增加 
駕駛人因不勝酒力於路旁車上休息，未當場查獲有駕駛行為者，應補充相關證據足可證明其有駕駛行為，始得依法
舉發；如駕駛人係因發覺警察執行稽查勤務，始行駛至路邊休息，仍應依規定實施檢測 
路檢時員警應提高警覺，注意被攔檢車輛動態，並隨時準備閃避，且每次攔檢最多以 2 輛為原則 
執勤人員攔檢車輛時，以觀察駕駛人外貌辨明有無飲酒徵兆為主，不得將頭探入車窗內，以避免危害自身安全 

24 古今中外警察的外勤活動方式，以巡邏為主要骨幹，以其活動範圍廣、機動立即反應快、為民服務機會多、嚇阻犯罪
力量大。因此，巡邏是非常重要的警察勤務，下列有關員警執行巡邏勤務時之注意事項，何者錯誤？ 
到達巡邏點時不可馬上下車，必須在周遭有安全顧慮範圍內巡邏一下，不要馬上巡簽 
若是 2 部機車巡邏時，應一前一後，保持安全距離，前後要不定時互換 
簽好巡邏表後，機巡時，1 名先上機車，另外 1 名擔任警戒；汽巡時，駕駛人員先上車，另外 1 名擔任警戒，2 
人不要同時上機、汽車 
單警出勤前應自行檢查應勤裝備；雙警出勤前應相互檢查應勤裝備 

25 有關分駐（派出）所勤業務之執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分駐所、派出所為勤務執行機構，負責警勤區之規劃、勤務執行及指揮、管制、督導 
偏遠警勤區，得設警察駐在所，並聯合其他駐在所員警共同執行勤務 
分駐（派出）所設置的目的包括：組合警勤區、形成治安面、供作服務站等 
警察分局於必要時，得設警衛派出所，在特定地區執行守護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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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6601
頁次：6－1

1 下列關於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等相關規範，何者錯誤？ 
性交易指有對價之姦淫或猥褻行為 
該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警政署 
有從事性交易之虞者，指有：坐檯陪酒、伴遊、伴唱、伴舞或其他涉及色情之侍應工作 
以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散布、播送或刊登足以引誘、媒

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者 
2 司法警察逮捕現行犯後，下列何項非屬刑事訴訟法第 92 條得經檢察官許可而不予解送之情形？ 
刑法第 349 條之普通贓物罪 所犯最重本刑為 1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 
所犯為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已經撤回者 刑法第 266 條第 1 項在公共場所賭博罪 

3 關於行動電話通聯分析與偵查應用，下列何項為最正確的敘述？ 
通聯分析結果可得知特定人的交往對象及可能住居所位置 
行動電話通聯紀錄資料，含有日期、時間、通話秒數、通話對象門號、簡訊文字內容及基地台等

內容 
手機序號可調閱通聯紀錄，但無法判定手機廠牌 
日本行動電話門號在國內漫遊時，因非屬國內行動電話公司，故無從調閱通聯紀錄 

4 下列關於「檢察官與司法警察機關執行職務聯繫辦法」之選項，何者錯誤？ 
司法警察人員帶同被告外出繼續追查贓證、共犯，應於當日下午 7 時前解交檢察官 
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逮捕或拘提犯罪嫌疑人後，除依刑事訴訟法第 92 條規定得不解送者外，應

於逮捕或拘提之時起 16 小時內，將人犯解送檢察官訊問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執行職務，發生法律上之疑義時，得隨時以言詞或電話請求檢察官解答或

指示 
檢察機關與司法警察機關為加強聯繫，應定期舉行檢警聯席會議 

5 下列關於刑事案件之撤銷管制標準，何者錯誤？ 
嫌犯全部緝獲，贓證物齊全 
緝獲全部或部分嫌犯，而贓證物無法追回，但有其他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事實，並經查證據確

鑿，全案移送法辦者 
緝獲主嫌犯一人以上，並追回部分證物，經查證確鑿，全案移送法辦者 
經檢察官指示後可撤銷 

6 有關司法警察於刑事訴訟法第 205 條之 2 所規定之權限敘述，何者錯誤？ 
有相當理由認為採取犯罪嫌疑人毛髮、唾液、尿液、聲調或吐氣得作為犯罪之證據時，並得採取之 
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對於經拘提或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得違反犯罪嫌疑人之

意思，採取其指紋、掌紋、腳印 
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對於經拘提或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得違反犯罪嫌

疑人或被告之意思，予以照相、測量身高或類似之行為 
有相當理由認為採取犯罪嫌疑人之血液得作為犯罪之證據時，並得採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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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下列關於刑案現場查訪的敘述，何者錯誤？ 
查訪內容應包含：刑案發生的經過、前後異常現象或可疑人、事 
司法警察於查訪時，宜著制服或出示證件 
為縮短偵查時程，於查訪時可不必考量週期性出現因素，如定點出現的攤販、巡守隊、通勤者等 
查訪時，不論受訪者地位，均應尊重社會地位，切忌任意批評 

8 下列關於刑案紀錄與資料運用的敘述，何者錯誤？ 
犯罪嫌疑人移送法辦者，移送單位應於發文移送翌日起 2 日內，將該移送書電子檔上傳刑事警察局 
凡遇臨、試、使、軍、領、外車牌遺失或車輛（牌）失竊，拖車車架、拖車牌及未領牌照之新車

等車輛失竊或車牌遺失，應於 24 小時內報由刑事警察局建檔 
警察機關接到司（軍）法機關之起訴書、不起訴處分書、刑事判決或裁定書後，應檢件分送被告

之戶籍地警察機關辦理註記 
刑案紀錄表應於受理刑案發生或破獲移送之時起，48 小時內填輸 

9 17 歲少年王小明應 19 歲友人李阿丁邀約慶祝生日，於 KTV 包廂中，王小明、李阿丁共同吸食沾有

K 他命之香菸助興，適遇警方臨檢，警方當場查獲少年王小明、李阿丁等 2 人吸食沾有 K 他命之香

菸，並查沾有 K 他命之香菸 2 支，此時，少年王小明應如何移送？ 
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 之 1 條規定，移送管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 
應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移送管轄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 之 1 條規定，處以行政裁罰 
未成年犯不用移送，詢問後責由家長管教 

10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的目的係為防制、消弭以兒童少年為性交易對象事件發生，下列何者非

該法處罰之對象？ 
與 16 歲以上未滿 18 歲之人性交易者 
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未滿 18 歲之人為性交易者 
未滿 18 歲之人與未滿 16 歲之人為性交者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未滿 18 歲之人為性交易者 

11 下列關於刑案移送與處理的規範，何者錯誤？ 
獲案之犯罪嫌疑人，應先查明有無刑案資料、通緝，附送供為偵查判決之參考，如有通緝並應以

移送書副本通知通緝機關 
移送竊盜、贓物案件若有合於宣告保安處分者，應於報告書對本案意見欄內註明擬請依法從重求

刑並聲請宣告保安處分等意見 
少年事件應以移送書移送 
持有、施用毒品案件應併案移送 

12 刑事案件扣押證物應隨案移送檢察官處理，但如經被害人請求，得視情節報經檢察官核可，將贓物

先行發交被害人保管，下列應注意情形，何者錯誤？ 
被害人填具贓物認領保管單，詳記贓物品名、規格、數量、特徵等一式兩份，並經案件承辦人審

核無誤後，始得發還 
經查確係被害人所有 
無他人主張權利 
經被害人說明贓物之品名、規格、特徵等相符，並指認確定 

13 偵查人員實施被害人、檢舉人或目擊證人指認犯罪嫌疑人時，應注意要領，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應為非一對一之成列指認 
指認人於指認前，不可先陳述犯罪嫌疑人特徵 
指認前必須告知指認人，犯罪嫌疑人並不一定存在於被指認人之中 
實施照片指認，不得以單一相片提供指認，並避免提供老舊照片指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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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沿途設置觀察據點，當被跟監對象沿途經過時，各觀察站人員將訊息往前傳遞，以達監控目的」，係

指何類跟監方法？ 
一路跟監法 平行跟監法 定線跟監法 方陣跟監法 

15 警察為執行警察職權，進行情報諮詢，得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相關資料，下列關於遴選第三人蒐集

資料之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遴選第三人時，應以書面陳報該管警察局長或警察分局長核准後實施 
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之期間不得逾 1 年。認有繼續蒐集必要時，得於期間屆滿前報准延長之，但

延長期間不得逾 6 個月，以 1 次為限 
警察遴選第三人，應查核忠誠度及信賴度、工作及生活背景、合作意願及動機 
第三人之真實姓名及身分應予保密，並以代號或化名為之 

16 因人對人、人對物或物與物接觸而生成之證物，係指下列何項物證類型？ 
情況性物證 關連性物證 型態性物證 轉移性物證 

17 下列何者非屬內政部警政署暨所屬警察機關建置之資訊系統？ 
幫派管理作業系統 
治安顧慮人口資訊系統 
信用卡與金融卡資訊系統 
有無性犯罪或重大暴力犯罪 DNA 查詢系統 

18 刑案現場數位證物，處理時應注意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現場查扣行動裝置，應開啟飛航模式或隔絕其通訊及網路功能，並注意行動裝置之電量 
應複製檔案至儲存裝置，以保持證物完整性 
刑案現場電腦為網路連線狀態時，應擷取與案情相關之資料，包含網站資料、社群網站、部落格、即

時通訊對話紀錄、網頁郵件、雲端儲存空間、點對點分享資料（Peer-to-Peer, P2P）等 
應避免操作錄製動作，以防止錄製時蓋寫儲存媒體現有紀錄 

19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偵查隊員警，持搜索票至新北市三重區某汽車旅館搜索，當場查獲小蔡

非法持有與施用沾有第三級毒品 K 他命香菸 1 支。試問：小蔡非法持有及施用第三級毒品相關行政

裁罰，應由下列何單位辦理為宜？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 

20 下列關於普通刑案、重大刑案及特殊刑案偵查的責任區分，何者錯誤？ 
普通刑案由分局負責偵辦，並報告該管警察局列管。如發覺案情複雜，得報請警察局予以支援 
重大刑案由直轄市、各縣（市）警察局所屬分局負責偵辦，並報告該管警察局主動支援，必要時

得請求刑事警察局支援偵辦 
金門縣警察局、福建省連江縣警察局及內政部警政署各專業警察機關遇有重大刑案時，得由機關

首長逕向內政部警政署署長請求支援偵辦 
發生特殊刑案時，由內政部警政署署長指派刑事警察局主動支援，全面協調、統一指揮，合力偵辦 

21 下列關於通知證人相關規範，何者錯誤？ 
為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警察機關得使用通知書通知被害人（親屬）、告訴人、告發

人或證人、關係人到場說明 
通知證人之通知書應於應到時間之 3 日前送達之。但情形急迫者或案情單純者，得以電話、傳真

或口頭等方式通知之 
證人經通知到場者，應依原定時間及處所即時詢問，不得拖延 
司法警察或司法警察官詢問證人時，如證人現為或曾為犯罪嫌疑人之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

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者，應告知得拒絕證言 
22 下列何者不屬於夜間亦得入內搜索之處所？ 

已打烊之有女陪侍酒店 假釋人與其妻子共同使用之處所 
在公開時間內營業之飲食店 常用為妨害風化之行為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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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關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毒品指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對社會危害性之麻醉藥品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 
古柯係以第二級毒品列管 
毒品之分級及品項，由內政部警政署會同衛生福利部組成審議委員會，每 3 個月定期檢討，報由

行政院公告調整、增減之，並送請立法院查照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 2 千萬元以

下罰金 
24 犯罪偵查過程中，旨在瞭解犯罪嫌疑人及其動機、犯行、過程與發展，係指下列何項？ 

心理剖繪 現場重建 案情研判 偵查計畫 
25 關於刑案現場勘察採證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普通刑案由分局偵查隊負責現場調查、勘察及採證 
對於住宅或車輛實施勘察採證，除有急迫情形或經當事人出於自願性同意者外，應用搜索票 
遇有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案件，應報請檢察官相驗，並予照相或錄影 
調查組由鑑識中心主任、鑑識課（股）長或資深之鑑識人員擔任組長，率同所屬人員負責現場勘

察、採證與記錄 
26 住宅竊盜犯喜歡利用傍晚時間，自防火巷觀察 2 樓住戶「應開燈而未開燈」的特徵，進而研判無人

在家後，再沿鐵窗攀爬至 2 樓進入行竊，此種犯罪行為，最符合下列何種概念？ 
作案手法（Modus Operandi） 簽名特徵（Signature） 
犯罪儀式（Criminal Ritual） 異常行為（Unusual Act） 

27 海洛因毒品犯罪中，犯罪黑話「走水路（臺語）」係指： 
將海洛因以靜脈注射方式進入人體 
以漁船走私海洛因 
加水稀釋海洛因後，以口喝下  
施用海洛因後，會出現脫水的戒斷症狀 

28 下列關於刑案現場的敘述，何者錯誤？ 
現場有人受傷，不論是被害人或嫌犯，均應立即送醫急救 
現場可使用現場封鎖帶、警戒繩索、標示牌、警示閃光燈或其他器材，以達成保全現場為原則 
命案現場的封鎖範圍以三道封鎖線為原則，最內層僅限檢察官、法醫、現場勘察人員及葬儀社人

員出入，其餘人員不可進入 
封鎖人員應站於封鎖線外警戒，非經現場指揮官同意，任何人不得進入 

29 在那種情況急迫下，員警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88 條之 1 規定逕行拘提？ 
因發現人之供述，且有人證指為正犯嫌疑重大者 
在押解過程中脫逃者 
所犯為最輕本刑為 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可能逃亡者 
犯罪嫌疑重大，經被盤查而逃逸者，無論罪刑輕重，均可逕行拘提 

30 員警執行搜索任務時，下列注意事項，何者最正確？ 
搜索婦女之身體，無論何種原因，均不得由男警為之 
如遇受搜索人抗拒搜索時，得不擇手段強制搜索，以達成目的為主 
搜索完畢，應迅將搜索票連同搜索結果報告，繳還承辦檢察官 
搜索應保守秘密，並應注意受搜索人之名譽 

31 對於警察偵查犯罪手冊中，有關執行搜索、扣押之敘述，何者最正確？ 
執行搜索時，得命持有人或保管人提出或交付應扣押之物 
無正當理由，若抗拒扣押者，也不得強制扣押 
若為職務上應守秘密者，雖經該管監督機關允許仍不得扣押 
搜索票所未記載本案應扣押之物，得扣押，並應立即報告該管檢察官及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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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經合法通知到案之犯罪嫌疑人，不接受指紋採取、照相等作為時，如有鑑定必要，可採取何種措施？ 
得違反犯罪嫌疑人之意思，由警方強制採取其指紋、照相以釐清案情 
有採證必要者，得報請該管法院核發鑑定許可書，強制採取 
有採證必要者，得口頭報請該管檢察官核發鑑定同意書，強制採取 
有採證必要者，得報請該管檢察官勘驗，強制採取 

33 員警偵查刑案有重要階段告一段落時，此時之報告時機稱為： 
捷報 專報 續報 結報 

34 基於偵防犯罪之需要，應廣為情報諮詢布置，下列何處不是警察偵查犯罪手冊所指之重點諮詢地點？ 
夜市 珠寶業 醫院 學校 

35 第一位抵達現場之員警，有關緊急應變的處理，下列何者描述最正確？ 
抵達現場，先探查是否有人受傷，並應迅速救護或送醫 
救護傷患時，應避免破壞現場，如無法避免，只好等採證後，再救護 
員警護送傷患就醫時，不可途中詢問案件，避免打擾傷患的休息 
傷患就醫時，身上之衣物與案情無關，可直接丟棄，不需保存 

36 有關下列犯罪現場保全之相關規定，何者說明最正確？ 
封鎖犯罪現場後，非經勘察組長同意，任何人不得進入 
經許可進入者，只需戴手套即可進入現場 
封鎖現場得使用警戒繩索來保全現場 
封鎖範圍初期越小越好，以免影響交通，等勘察後俟需求再擴大即可 

37 有關犯罪現場勘察、採證之分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重大刑案現場指揮官，由管轄警察局長擔任 
普通刑案現場，由刑警大隊負責現場調查、勘察及採證 
犯罪現場應依任務需要，將人員區分為調查組及採證組 
調查組可由資深之偵查人員擔任組長 

38 依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第 81 條規定，犯罪現場發現有爆裂物或疑似爆裂物時，應如何處理？ 
先通報鑑識單位至現場排除 
先通報刑警大隊至現場排除 
先通報勤務指揮中心派員至現場排除 
先通報刑事警察局偵查第五大隊至現場排除 

39 依照執行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例強制採樣程序的相關規定，何者正確？ 
執行採樣時應優先採取血液樣本 
執行採樣時應優先採取唾液樣本 
血液樣本得由司法警察機關執行採取 
唾液樣本應由醫事人員採取 

40 有關火（炸）藥及爆炸遺留物之處理原則，何者正確？ 
火（炸）藥宜先由派出所員警酌採 0.5 公克送鑑 
可直接以塑膠夾鏈袋封裝送鑑 
爆裂物應由專家先行安全拆解後，再依規定採集適量火（炸）藥送鑑 
爆炸後爆裂物或碎片宜酌採少量送鑑即可 

41 重大案件發生後，對於人的清查十分重要，那種對象，較不須特別注意？ 
案發後，突告失蹤的關係人 
案發後，對本案漠不關心者 
案發後，忽然態度失常者 
案發後，突然生活奢華，吃喝玩樂不正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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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有關「跟蹤」和「監視」任務之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監視乃對特定之人或物等偵查對象所作的一種秘密而持續的觀察活動，屬「流動觀察」 
監視目的在瞭解對象之活動情形，並防止其逃亡及湮滅證據 
跟蹤為對特定之人、事、地、物等對象實施秘密而持續的觀察，屬「固定觀察」 
跟蹤乃對特定之人或物等偵查對象所作的一種秘密而持續的觀察活動，屬「靜態觀察」 

43 跟蹤時形跡敗露，遭被跟蹤者察覺時，應採取何種因應措施最適當？ 
跟蹤對象反身往回頭走，不應正面接觸，掉頭離開即可 
騎乘汽機車故意繞行時，應儘量正面接觸，以免引起其注意 
被跟蹤對象故意製造突發事故時，千萬不能表明身分也不可採取反擊動作 
被跟蹤對象製造突發事故，執行人員應設法儘速撤離，以免陷入不利環境 

44 有關詢問犯罪嫌疑人之方法或告知犯罪嫌疑人之內容，何者最正確？ 
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後，認為應變更者，不需再告知 
告知犯罪嫌疑人不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 
對犯罪嫌疑人可先詢問其性別、興趣、收入，以查驗其人有無錯誤 
告知犯罪嫌疑人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 

45 有關偵訊筆錄製作之相關規定，何者最正確？ 
筆錄經受詢問人確認無誤後，應由受詢人、詢問人、記錄人及通譯、在場人等簽章 
受詢問人如拒絕在筆錄上簽名，得強制為之，方可發生筆錄之效力 
筆錄經詢問人簽章，如僅簽名，不需記載職稱 
筆錄有 2 頁以上，由詢問人及受詢問人當場於騎縫處加蓋印章或按指印 

46 派出所員警外出，實施查贓勤務時，下列那一行業不是主要查察的對象？ 
旅館 委託寄售業 機車保管業 金飾珠寶業 

47 員警偵查刑案時，出現下列那一情形，得函送管轄法院或檢察署？ 
檢察官命令移送者 
全案經調查完畢，認有犯罪嫌疑者 
告訴乃論罪，但未撤回告訴之案件 
犯罪證據不明確，但被害人堅持提出告訴者 

48 有關處理少年事件之相關規定，下列描述何者正確？ 
少年事件處理法之少年係指 14 歲以上未滿 18 歲之人 
警察機關尋獲少年到案時，須通知學校老師即可 

7 歲以上未滿 12 歲之人，若觸犯刑法之行為者，不需移送該管少年法院 
未滿 14 歲者，不得逕行拘提 

49 員警處理有關性侵、性交易、家暴等案件之規範依據，何者正確？ 
偵辦性侵案件，應依警察機關防治性侵害工作手冊辦理 
偵辦少年性交易案件，應依警察機關防治性侵害執行計畫辦理 
偵辦家暴案件，應依警察機關防制兒童及少年性交易執行計畫辦理 
偵辦性侵案件，應依警察機關防制兒童及少年性交易工作手冊辦理 

50 依法執行搜索、扣押、逮捕時，有關涉外案件之處理，下列何者正確？ 
逮捕、拘提外國人後，應即時通知其本國駐華使領館，當事人亦可反對通知 
涉案人若為一般外國人，不須告知當事人與其本國駐華使領館聯繫，以請求協助 
員警偵查犯罪持合法搜索票時，可任意進入使領館執行搜索任務 
進入使領館後未經館長同意者，不得搜索，但可自由翻閱或影存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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